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2019 年修订）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专业名称：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专业代码：120108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管理学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学位授予门类：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二零一九年六月 

专业负责人：陈志轩 

 联系电话：13544596060 

 

教育部制 



1. 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华南理工大学广

州学院 

学校代码 12617 

邮政编码 510800 学校网址 http://www.gc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3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5694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4761 学校所在省市区 广东省广州市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997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 

及以上职称教师数 

370 人，占比

37.1% 

学校主管部门 广东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2006年 4月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2006年 

曾用名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汽车学院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以工科为主，经济、管

理、文学、理学、艺术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是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示范学校、广州市知识产权试点学校、中国第一所 IACBE国际认证大学。

学校形成了一支以华南理工大学选派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高素质教师

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997人，专任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占 37.1%。 

学校设有 15个二级学院，38个专业。目前在校生人数 22006人。学校

有 5个基础实验中心和 9个专业实验中心，共 239个实验室、433个就业与

实习基地。 

学校先后获得“中国最具就业竞争力院校”、“全国学生最信赖的十佳

独立学院”、“全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独立学院”等殊荣。《中国大学排行

榜》中学校连续 7年荣膺全国独立学院二十强，在中国校友会网“2017中国



一线城市独立学院排行榜”和“2017中国副省级城市最好独立学院排行榜”

中都位列第二。 

 

学校近五年
专业增设、停
招、撤并情况 

（300 字以内） 

我校共在 6个学院新设了金融工程、经济统计学、税收学、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机器人工程、投资学、经济学、商务英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等 9个专业。同时计算机工程学院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在 2019年停招，汽

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在 2018年及 2019年停招。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120108T 专业名称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学位 学士 修业年限 4年 

专业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专业类代码 1201 

门类 管理学 门类代码 12 

所在院系名称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管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电子商务专业 2008年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2018年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

求 

（目录外专业填

写）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政府部门（智慧城市、大数据管理、规划等）、银行金融保

险、医疗卫生、零售行业、房地产、广告媒体、IT及高科技

企业、制造业。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填写

的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从大数据的就业前景来看，近几年中国大数据行业的发展依然呈稳步上升趋势，市场

规模达到了 234 亿元，和去年相比增速超过 39%。随着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加入，未来几

年中国大数据规模还将继续增长，但增速可能会趋于平稳。 

我国行业大数据总体发展水平较好，在各行业都有应用。其中，金融大数据、政务大

数据的应用水平极高，同时交通、电信、商贸、医疗、教育、旅游等行业大数据的发展水

平也有显着提升。 

未来 3到 5年人才缺口达 150万之多，供需严重不平衡，岗位需求远大于大数据人才

的人才输出。尤其是全栈大数据人才更是少之有少。据各平台大数据职位数据分析：前程

无忧大数据岗位搜索，共 29854个职位满足条件;智联招聘大数据岗位搜索，共 27627个职

位满足条件;猎聘网大数据岗位搜索，共 1000+个职位满足条件;拉勾网大数据岗位搜索，

共 500+个职位满足条件。 

下表示近一个月的仅在广州市的需求（前程无忧网 2019年 6月 26日大数据岗位）。

由表可以看出，仅 2019年 6月 26日当天发布的大数据岗位就达 99个，其中大数据管理类

岗位有 54个，占 54.5%。 

 

岗位 公司 工作地 薪酬 招聘日期 

需求产品经理—电信大数据  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0.8-1.2万/月  06-26 

大数据架构师  广州傲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26 

运维经理（大数据方向）  广东赛百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1.6万/月  06-26 

高级技术经理（大数据方向）  广州小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3.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大数据、安全）  精诚瑞宝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6万/月  06-26 

大数据项目经理  广州迅易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15-30万/年  06-26 

中高级大数据工程师  广东广业开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1.8万/月  06-26 

大数据管理工程师  广州艾轩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6-8千/月  06-26 

大数据架构师  时代大数据  广州-天河区  1.3-2万/月  06-26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2万/月  06-26 

大数据技术经理  广州源典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8-3万/月  06-26 

大数据研究员  广州艾媒数聚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0-30万/年  06-25 

大数据科学家  

上海益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广州  3.5-6万/月  06-25 

大数据技术经理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1.5-2.5万/月  06-25 

大数据项目经理（视频会议系统）  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  1.2-2万/月  06-25 

大数据架构师  信必优(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3-3.8万/月  06-24 

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师(J10419)  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1.5万/月  06-24 

大数据总监  华胜连锁（奔宝奥豪华车专修）  广州-天河区  2.5-3万/月  06-24 

技术经理（Java/大数据方向）  广州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  2-2.5万/月  06-21 

大数据项目经理  广东紫光云平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5-3万/月  06-20 

解决方案经理(大数据)  广州市海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1.5万/月  06-18 

大数据平台工程师(广州)SLH3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广州-越秀区  1.4-1.6万/月  06-18 

大数据专家(研发)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3-6万/月  06-18 

大数据应用项目经理  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万/月  06-17 



 
 

大数据项目经理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17 

大数据算法总监  广州一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4-8万/月  06-12 

大数据部门经理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3-4万/月  05-27 

大数据咨询工程师（咨询一部）  广州赛宝联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5-21 

项目总监（大数据业务方向）  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  2.5-4万/月  05-21 

实施项目经理（大数据）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广州  1-2万/月  05-17 

项目专员（大数据方向）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7-8.5千/月  05-05 

大数据项目经理  广州莲花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5-02 

大数据工程师  广东福泽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6-8千/月  04-29 

项目经理  广州拓尔思大数据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万/月  06-26 

技术副总经理  广东蔚海数问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4万/月  06-26 

产品经理  尚氏（广东）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2万/月  06-26 

技术总监  中科大数据（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30-40万/年  05-15 

项目经理  广州擎盾法问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2.4万/月  05-08 

项目管理中心总监  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UR  广州-白云区  2-2.5万/月  06-26 

项目助理  广州文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4-6千/月  06-26 

技术部经理  广州政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2万/月  06-26 

(急)实施工程师(电力系统)  广州恒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0.8-1.3万/月  06-26 

IT咨询总监  广州越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月  06-26 

云计算项目经理  广州宽带主干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  0.8-1.2万/月  06-26 

研发经理  广州耐奇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26 

智慧房产中心-解决方案负责人  腾讯·大粤网  广州  1.5-3万/月  06-26 

系统架构师（政务领域）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广州  1.2-2万/月  06-26 

项目经理/PM  上海音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软件开发）  广东中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2-1.8万/月  06-26 

高级运维总监  PPmoney万惠集团  广州  3-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广州通易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2.5万/月  06-26 

系统集成项目经理  广州铭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0.8-1万/月  06-26 

IT总监  广州茉莉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3-5万/月  06-26 

数据集成高级经理  广州伟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万/月  06-26 

Java开发经理  苏州百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5-2万/月  06-26 

项目软件开发人员  广州大学  广州-番禺区  1-2万/月  06-26 

IT运维负责人  恒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0.7-1万/月  06-26 

Java开发经理(区块链项目)  广州联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万/月  06-26 

数据分析员  广州名科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  4-8千/月  06-26 

高级售前工程师  

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广州-黄埔区  15-20万/年  06-26 

研发总监  广州卓腾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3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广州欧赛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0.8-1.2万/月  06-26 

技术总监  广州市数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3万/月  06-26 

技术经理（南方电网）  广州腾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3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2.5万/月  06-26 

运营管理（政企小微宽带调度）  广州点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6-8千/月  06-26 

事业部总经理  北京华云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4万/月  06-26 

技术经理  广州葛氏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  1.5-2.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解决方案）  广州舜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3万/月  06-26 



 
 

Android开发工程师  广州佰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6 

软件实施  广州力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2-2万/月  06-26 

技术总监  广州优盟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2.4-3.2万/月  06-26 

IT经理/信息部经理  广东路卡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2-2.5万/月  06-26 

技术总监  

广州市一呼百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  2.5-4万/月  06-26 

产品/项目经理（系统分析）  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5万/月  06-26 

项目总监  广东铭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6-3万/月  06-26 

科研工程师  广州奥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0.7-1.3万/月  06-26 

科研项目经理  广东省南方名牌农产品推进中心  广州  9-15万/年  06-26 

高级项目经理  广东数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8-3万/月  06-26 

软件实施项目经理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6 

蓝鲸项目经理（广州）  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2万/月  06-26 

开发经理  企数标普  广州-天河区  1.5-2万/月  06-26 

技术总监/经理  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2.5-3万/月  06-26 

技术经理  

东莞市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

司  异地招聘  20-30万/年  06-26 

产品经理  广州市星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2万/月  06-26 

信息系统规划设计工程师  广州慧更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1.5万/月  06-26 

互联网智能服务产品副总监/资深专家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4-7万/月  06-26 

技术经理  广州天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20万/年  06-26 

IT项目经理(J12327)  银雁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5-20万/年  06-26 

IT运维总监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20-40万/年  06-26 

互联网技术研发经理  马六甲（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15-20万/年  06-26 

IT数据管理  广汽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万/月  06-26 

项目顾问  广州图匠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0.8-1.5万/月  06-26 

数据专员  广州百德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5-6万/年  06-26 

技术总监  广州宝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3万/月  06-25 

java技术专家  广州市高奈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荔湾区  30-40万/年  06-25 

技术经理  

北京瑞达恒建筑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分

司  广州-越秀区  20-40万/年  06-25 

技术总监  深圳猎影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4-10万/月  06-25 

工业互联网专家  美的集团  异地招聘 5-6万/月  06-25 

项目经理  广州数说故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1.8万/月  06-25 

项目经理  北京赫德阳数据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3万/月  06-25 

舜飞-项目经理  广州传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3万/月  06-25 

技术经理  广州市优荟加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5-30万/年  06-25 

研发总监(广州研发中心)  深圳市亿宝汇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荔湾区  20-30万/年  06-25 

项目负责人  曼陀罗医疗集团 广州-越秀区  1-3万/月  06-25 

运维总监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  20-35万/年  06-25 

高级项目经理  广东兰贝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5 

科研经理  广州汇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25 

软件开发项目经理  广州市图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2-1.8万/月  06-25 

CIO/信息首席官/数据总经理  广州市倍儿行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5-2万/月  06-25 

技术开发总监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5-3万/月  06-25 

技术经理  运柜宝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2万/月  06-25 

技术总监（CTO）  德医汇(广州)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3万/月  06-25 

项目经理（南沙，知名 IT公司，年薪

20-30万）  日本 KAZUBENTAN汽车制造株式会社  广州  20-30万/年 06-25 

信息专员  得宝立房产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0.8-1.2万/月  06-25 



 
 

项目经理  广州鹰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5 

技术经理  广州码上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3万/月  06-25 

游戏项目经理  广州鼎盛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4万/月  06-25 

技术总监  广州日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2万/月  06-25 

首席技术官  广东联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5-4万/月  06-25 

软件研发总监  广州冠众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30-40万/年  06-25 

急招技术经理 15-20K  广州艾颜佳美容美发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  1.5-2万/月  06-25 

技术总监  广州柏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3-6万/月  06-25 

项目经理（政务）  厦门市巨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5-3万/月  06-25 

商业信息化经理  珠海横琴丽新文创天地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0.8-1.5万/月  06-25 

项目经理/总监  广东南方网络电视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1-2万/月  06-25 

项目技术负责人（总监级）  蜜源（广州）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5-4万/月  06-25 

项目经理（政务）  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万/月  06-25 

CTO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4万/月  06-25 

技术总监  广州微米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3万/月  06-25 

智能数据服务平台（MISP）首席技术

专家  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2.5-4万/月  06-25 

彩票运营经理  广州好易电子联行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0.8-2万/月  06-24 

软件项目经理  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2万/月  06-24 

量化实习生  

实习合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广

州）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千/月  06-24 

IT技术副总监（花都+双休） 闪广州樊文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花都区  3-4万/月  06-24 

首席架构师  广州一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50-60万/年  06-24 

数据分析师  广州中地会资讯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  1-1.5万/月  06-24 

IT项目经理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  0.8-1万/月  06-24 

APP技术总监  广州传奇珠宝有限公司  广州-荔湾区  3-5万/月  06-24 

SDK主管  广州要玩娱乐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3万/月  06-24 

高级技术经理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1.9万/月  06-24 

信息专员  广粤锦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0.8-1万/月  06-24 

计算机维护工程师  广州市番禺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7-10万/年  06-24 

C#/.NET技术经理  广州战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  0.8-1.2万/月  06-24 

售前支持经理（政府信息化）  广州赛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4 

项目经理  上海白虹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2万/月  06-23 

数据统计/数据分析  广州易升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4-6千/月  06-22 

高级项目经理(000599)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22 

技术总监  广西车便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5-3.5万/月  06-22 

研发总监  广东智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3万/月  06-22 

IT高级工程师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3万/月  06-21 

项目经理  明领科金控股 广州  1-2万/月  06-21 

大客户经理  广州迅途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5-20万/年  06-21 

项目经理（研发方向）  广州机动车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1.5-2.5万/月  06-21 

技术经理  广东亿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1 

项目经理（中级）  广州接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2-1.6万/月  06-21 

研究部经理/副经理  广州华微明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3-4万/月  06-21 

技术总监  广东沃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5-3万/月  06-21 

产品经理-公安方向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0-30万/年  06-21 

项目技术负责人（总监级）  广州淘卷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3.5万/月  06-20 

技术总监  ESAY易赛体育传媒 广州  1-2万/月  06-20 



 
 

实施顾问（MES/WMS）  广东商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0.8-1.5万/月  06-20 

项目实施工程师  广州万维视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4-6千/月  06-20 

软件实施项目经理/技术支持工程师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0 

BI项目经理  广东道一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5万/月  06-20 

技术经理  广州蓝鲸智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2.5万/月  06-20 

舜飞-项目经理  广州市粤政索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3万/月  06-19 

ERP项目经理  深圳市优阅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19 

公司 IT经理/系统管理  广东广亚铝材科技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1-1.5万/月  06-19 

开发经理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2-3.5万/月  06-19 

信息化建设运维管理专员

（java/.net）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州-天河区  0.8-1万/月  06-19 

项目经理  广州都市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0.9-1.5万/月  06-19 

高级 BI工程师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6-8千/月  06-18 

IT项目经理产品经理  广州玓家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2-2万/月  06-18 

技术总监  广州友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4万/月  06-18 

项目经理  瀚思安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5万/月  06-18 

行业解决方案顾问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2万/月  06-17 

技术管理岗  广东世纪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3-4.5万/月  06-17 

高级研发项目经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信息化研

究所 广州  1.8-3.5万/月  06-17 

IT管理经理/高级经理  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  20-30万/年  06-17 

高级政务规划工程师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5-3万/月  06-16 

技术总监  广东迪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5-3万/月  06-14 

技术总监  广州韩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3-5万/月  06-14 

中级实施工程师  广州金越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6-8千/月  06-14 

PHP高级工程师  广东优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0.8-1.2万/月  06-13 

信息技术总监  

深圳市思锐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区  3-4万/月  06-13 

软件开发工程师  盈富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1.2-2万/月  06-12 

技术总监  广州新赞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50-100万/年  06-10 

AI课副理  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2-2.5万/月  06-06 

平台项目经理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06 

云产品线项目经理  上海赛特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05 

研发项目经理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20-50万/年  06-04 

售前技术支撑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

公司  广州-海珠区  1.5-3万/月  06-03 

IT项目经理  佛山市帕吉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1.5-2.5万/月  05-30 

IT经理  广州市欧林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  2-2.5万/月  05-29 

技术总监(J10313)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4.5-7.5万/月  05-28 

项目经理  广州首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0.6-1.2万/月  05-26 

项目经理  比邻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0.6-1万/月  05-25 

项目经理（系统集成部）  广州广电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1.5万/月  05-23 

技术总监  深圳妈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5-3万/月  05-23 

需求分析师  广州市艾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0.8-1万/月  05-22 

项目专员(数据分析)-广信信息运营事

业部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年  05-18 

需求分析师（BA）  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 广州-天河区  15-25万/年  05-16 

Java技术经理  广州云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0-30万/年  05-16 

BI实施顾问/BI项目经理  广州迅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0.6-1.5万/月  05-16 

JAVA技术经理  华源互联（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5-08 



 
 

技术经理  广州智野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3万/月  05-08 

高级应用开发架构师/项目经理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年  05-07 

MES工程师（日语）  广东银通汇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  2.5-3万/月  05-05 

产品售前工程师  北京亿信华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异地招聘  1-1.5万/月  05-03 

高级 PHP程序员  广州市创翼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0.8-1万/月  04-30 

软件研发经理_精密工程技术中心  浙江大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  异地招聘  0.5-1万/月  04-29 

首席大数据专家  广州市浩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  100万以上/年  06-26 

技术总监  

火鸟互联网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

司  广州-花都区  5-10万/月  06-25 

资深数据开发工程师  健合集团——广州总部 广州  1.5千以下/月  06-04 

数据运营总监  广州影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60-80万/年  05-21 

技术部副经理  广州迅羽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1.8万/月  06-26 

网络系统主管  广州中集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6-8千/月  06-21 

项目经理（大数据方向）  闪广东赛百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1.8万/月  06-26 

产品经理（大数据方向）  广东赛百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1.8万/月  06-25 

项目经理——企信大数据  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0.8-1.2万/月  06-24 

大数据项目经理  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4万/月  05-29 

大数据技术经理  广东紫光云平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2-3万/月  04-29 

技术经理  时代大数据 广州-天河区  2-3万/月  06-26 

项目经理（急聘）  时代大数据 广州-天河区  1-1.5万/月  06-26 

IT技术经理  尚氏（广东）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2-2.5万/月  06-24 

研发经理/技术经理  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月  06-26 

BI项目经理  广州迅易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1-2万/月  06-26 

系统架构师  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8-2.5万/月  06-26 

项目管理工程师  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0.8-1.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广州傲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  1.2-1.8万/月  06-26 

技术经理  广州迅易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1.2-2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广东广业开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5-2.5万/月  06-26 

高级 IT咨询顾问  广州越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0.8-1.5万/月  06-26 

高级 Java开发工程师（政务领域）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广州-南沙区  1-1.5万/月  06-26 

技术总监  广州伟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2-3万/月  06-26 

软件技术经理  广州联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万/月  06-26 

产品助理  广东广业开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5-7千/月  06-26 

技术经理/研发经理  广东广业开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8-2.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5万/月  06-26 

项目经理  北京华云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8-2.5万/月  06-26 

技术经理  广州优盟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2-3万/月  06-26 

数字营销及消费者运营经理/高级经理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40-60万/年  06-26 

研发副总  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30-40万/年  06-26 

(急聘)Java架构师  广州恒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2.5万/月  06-26 

技术总监  广州传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8-3万/月  06-25 

城域网规划技术总监  广州宽带主干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  15-20万/年  06-26 

技术总监  广州宽带主干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  15-20万/年  06-26 

高级软件开发经理  广东兰贝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5-20万/年  06-25 

数据挖掘工程师  广州艾媒数聚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0-18万/年  06-25 

Java技术主管（广告投放平台）  

上海益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广州  2.5-4万/月  06-25 



 
 

技术总监 18-25K  广州艾颜佳美容美发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区  1.8-2.5万/月  06-25 

技术总监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5-3万/月  06-25 

项目助理  闪广东赛百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0.6-1万/月  06-25 

项目经理-研发  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1.5-2万/月  06-25 

信息主管（企业信息化建设）  得宝立房产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  1.5-2万/月  06-24 

高级项目经理  广州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24 

项目总监  上海白虹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30-50万/年  06-23 

数据研发总监  广州淘卷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  3-4万/月  06-20 

项目经理/产品经理/售前技术经理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0-20万/年  06-20 

解决方案经理（系统集成/工业自动

化）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0-25万/年  06-20 

软件工程师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0-20万/年  06-20 

政企营销一部售前工程师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0.8-1万/月  06-20 

信息技术经理/IT经理（铝业）  广东广亚铝材科技有限公司  异地招聘  1-1.5万/月  06-19 

实施交付经理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3万/月  06-19 

项目经理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  1.5-2万/月  06-19 

系统分析师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6-17 

首席技术官(CTO)  广州一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00-200万/年  06-12 

技术经理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20-50万/年  06-04 

项目总监  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2.5-4万/月  05-21 

项目经理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广州  1-2.5万/月  05-17 

实施项目经理（人工智能）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广州  1-2万/月  05-17 

系统分析师  广州莲花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  1.5-2万/月  05-02 

首席大数据科学家  广州一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100万以上/年  06-12 

IT经理  广州迅羽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区  1.3-2万/月  06-25 

 

国内各大企业纷纷开拓大数据业务，对专业的大数据人才均有较高的需求量。根据中

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未来中国基础性数据分析人才缺口将达到 1400

万，而在 BAT企业招聘的职位里，60%以上都在招大数据人才。 

国内 IT、通讯、行业招聘中，有 10%都是和大数据相关，且比例还在上升。巨大的人

才缺口直接导致各企业纷纷以高薪聘请大数据人才，以下为大数据岗位高薪清单： 
公司 岗位 月薪 工作年限 

京东 大数据工程师 30k-60k 5-10年 

中国平安 Spark/ Hadoop工程师 30k-60k 5-10年 

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 大数据经理 30k-50k 5-10年 

趣店 Hadoop架构师 30k-50k 3-5年 

360 大数据工程师 25k-50k 3-5年 

新浪网 大数据工程师 25k-50k 1-3年 

爱奇艺 大数据经理 25k-40k 5-10年 

搜狗 网页搜索-大数据经理 20k-40k 1-3年 

用友 大数据工程师 15k-20k 1-3年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以问题为导向，基于数据分析和管理优化，注重大数据在企业

中的应用，通过与已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投资

学、工业工程等专业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从多个方面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因此本校申请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是为了培养企业高度稀缺的人才，解决企业未来

的人才荒问题。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200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190 

其中：（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20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5，25%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7，35%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20，1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8，40% 

35 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8,40%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9,45%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1.1%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6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此项由学校填写） 20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职 

陈志轩 男 1962.10 大数据管理与

应用导论，数

据服务框架 

副教授 美国佐治

亚州立大

学 

计算机科

学及工程 

工学博士 数据科学、大数

据技术与应用 

专职 

吴应良 男 1963.2 商务智能 教授 华南理工

大学 

通信与信

息系统 

工学博士 商务智能、业务

流程管理、商业

模式建模与优化 

专职 

左文明 男 1970.5 云计算 教授 华南理工

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工学博士 数据挖掘与商务

智能，社会化商

务 ，服务科学 

专职 

吴江 男 1978.10 大数据治理与

安全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工学博士 电子商务、商务

智能 

兼职 

万江平 男 1964.7 大数据导论，

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教授 华南理工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管理学博

士 

电子商务与大数

据应用 

专职 

吴炎太 男 1965.1 互联网金融 教授 南京理工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管理学博

士 

管理信息系统 兼职 

吴丽镐 男 1982.11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副教授 华南师范

大学 

基础数学 理学硕士 数学建模 专职 

王金鹏 男 1983.8 数据可视化 讲师 圣卡洛斯

大学 

管理学 工学博士 智能商务 专职 

閤文峰 女 1984.4 大数据营销 讲师 武汉理工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管理学硕

士 

大数据营销 专职 

张云侠 女 1982.4 信息系统的开

发与设计 

讲师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

管理 

管理学硕

士 

管理信息系统 专职 

王宝军 男 1985.12 数据资产评估

与交易 

工程师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专业 

工商管理

硕士 

电子商务 专职 

李敏 女 1982.9 大数据管理项

目实训 

讲师 东北财经

大学 

电子商务

专业 

管理学硕

士 

电子政务、报关

实务 

专职 

周连强 男 1984.4 网络爬虫技术 讲师 华南理工

大学 

管理决策

与系统理

论 

管理学硕

士 

数据处理 专职 



 

彭玉元 男 1979.4 计算机程序设

计 

讲师 南华大学 计算机应

用与技术 

工学硕士 程序设计 专职 

苏海洋 男 1985.12 市场调研与预

测 

讲师 德国锡根

大学 

管理与市

场 

管理学硕

士 

商务统计 专职 

郭兴成 男 1984.4 商务数据分析

工具 

讲师 中山大学 商务情报

学 

管理学硕

士 

数据分析 专职 

侯佳均 女 1989.1 IT项目管理，

IT基础设施管

理 

经济师 华南理工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管理学硕

士 

商务分析 专职 

张彩娟 女 1957.7 数据库原理与

应用 

工程师 西安交通

大学 

管理学院 工业管理

工程硕士 

数据仓库与数据

挖掘 

专职 

林煜东 男 1984.6 Web前端开发

技术 

未评职

称 

西南交通

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工学博士 人工智能 与图

像处 理 

专职 

刘鹏 女 1987.11 运筹学 助教 湖南大学 数量经济 经济学硕

士 

定量分析 专职 

4.3 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

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

师 

授课学期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导论 32 2 陈志轩 1 

计算机程序设计 48 3 彭玉元 1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48 3 张彩娟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8 3 吴丽镐 2 

Web前端开发技术 48 3 林煜东 3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 48 3 苏海洋 3 

运筹学 48 3 刘鹏 4 

网络爬虫技术 48 3 周连强 4 

信息系统的开发与设计 48 3 张云侠 5 

商务智能 48 3 吴应良 5 

大数据导论 48 3 万江平 5 

大数据营销 48 3 閤文峰 5 

商务数据分析工具 48 3 郭兴成 5 

商务数据可视化 48 3 王金鹏 5 

大数据治理与安全 48 3 吴炎太 5 

数据服务框架 48 3 陈志轩 5 

IT项目管理 48 3 侯佳均 6 

数据资产评估与交易 48 3 王宝军 6 

云计算 48 3 左文明 6 

IT基础设施管理 48 3 侯佳均 6 

高级程序设计 48 3 彭玉元 6 

大数据管理项目实训 48 3 李敏 6 

物联网 48 3 吴应良 7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48 3 万江平 7 

大数据挖掘方法 48 3 左文明 7 

前沿专题（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 

48 3 吴江 7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5.1） 

姓名 陈志轩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

务 

系主任/智能

商务研究所

所长 

拟承担

课程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导论 

数据服务框架 

 

现在所在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管理

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8.09–2012.05，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专

业，工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商业应用、数据科学、数据库和数据

仓库设计和应用、大数据营销与新媒体营销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项；其中：国家级 1项，省部级 1项。 

大数据时代下智能化电子商务特色专业(JY171101),校级质量工程

特色专业项目,2017-2019; 

产学研用合作培养创新人才的研究与实践（JY170305）,2016年广

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7-2019; 

出版教材：《大数据营销》、《新媒体营销》、《淘宝网店运营

全能一本通》、《微信营销与运营：策略、技巧与案例》、《新

媒体营销：营销方式+推广技巧+案例解析》、《移动电商：商业

模式+团队管理+创业实战》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8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1部。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项，省部级

项目 2项。 

AI智能平台系统设计项目(H1800011),昊链科技,2018-2019; 

基于大数据的电商平台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

（201812617007）,2018年国家级大创项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大学生就业岗位智能推荐系统研究,2019年度国家

级省级大创项目.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万元） 
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究

经费（万元） 
18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大数据导论，32 

大数据营销，48 

数据挖掘，48 

ETL技术与实战 48 

近三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人次） 

30人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5.2） 

姓名 吴应良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拟承担

课程 
商务智能 现在所在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0.6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获国家重点学科通信

与信息系统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电子市场与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商务智能（BI）、业务流程管理

（BPM）、商业模式建模与优化、商业分析（BA）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及获奖情况（含教

改项目、研究论文、

慕课、教材等）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创新研究,华南理工大

学,2018.1-2019.6  

电子商务概论（第 3版）,省部级（“质量工程”广东省本科精

品教材），广东省高教厅、2015; 

网络计算环境下信息系统的综合集成—技术、组织和管理,专

著，科学出版社、2016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

情况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5篇；出版专著 1部。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省部

级项目 1项。 

分享经济下基于 TRIZ理论的网络约租车服务创新研究,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办公室,2017.1-2019.12  

省部产学研重大专项课题子项目“技术创新与科技服务平台建

设”,广东省科技厅,2016.9-2018.8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3 

 

30 近三年获得科

学研究经费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电子商务概论,32 

电子商务战略与竞争

优势,32 

管理信息学,32 

 

13 近三年指导本

科毕业设计

（人次）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5.3） 
姓名 左文明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拟承担 
云计算 现在所在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 

课程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4年 12月，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工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社会化商务 ，服务科学，分享

经济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3项；其中：国家级 0项， 省部级 3项。

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广东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

目,2014.1~2016.12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0篇； 出版专著（译著

等）    1部。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项，省部级

项目 1项。 

分享经济下基于 TRIZ理论的网络约租车服务创新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2016.6~2019.12  

生产和需求不确定情形下生鲜农产品双渠道供应链优化与协调,国

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2019.1~2022.12  

广东省实体零售与电子商务融合创新发展路径课题研究,广东省商

务厅,2018.11~2018.12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68.6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信息化工程项目管理,32; 

国际电子商务项目管

理,32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72  

信息化工程项目管理,32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7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4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5.4） 
姓名 吴江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拟承担 

课程 

前沿专题（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 
现在所在单位 武汉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09 

主要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商务智能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及获奖情况（含教

改项目、研究论文、

慕课、教材等） 

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电子

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混合式协作学习情境下的交互模式演化探究,远程教育杂

志,2016.1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

情况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20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1  部。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

省部级项目  项。 

信息不对称驱动的共享经济去中心化机制与风险的复杂性研

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9.01-2022.12； 

内容关系互动下的在线医疗社区用户行为演化研究与风险的复

杂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6/01-2019/12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2 

近三年获得科

学研究经费

（万元） 

8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社会网络计算,54  

商务智能,36  

社会网络分析,18  

近三年指导本

科毕业设计

（人次） 

10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5.5） 
姓名 万江平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拟承担 大数据导论，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现在所在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课程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3，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项目管理和知识管理、决策分析与系统

科学，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和大数据应用方法论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及获奖情况（含教

改项目、研究论文、

慕课、教材等） 

耐力制胜（译著）,科学出版社，2013.7，获张瑞敏专文推荐;  

软件过程改进的复杂性工作程序研究（专著）,科学出版社，

2004.9，J.N.Warfiel作序;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

情况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50篇；出版专著（译著

等）2部。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4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省部

级项目 0项，横向 3项。 

社会化大数据对卷烟新零售的运营决策支持研究,广东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2019.1-2020.12；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卷烟消费者网络信息采集与市场状态评价体

系建设,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公司）,2017.9-2019.12； 

基于集成文本挖掘的新兴技术演化路径与创新机会识别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7.1-2020.12； 

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分析识别设备的研究及在智慧银行中的产

业化应用,广州市产学研项目,2018.1-2020.12。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2 

近三年获得科

学研究经费

（万元） 

3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管理信息系统,48； 

项目管理,32； 

软件过程与软件商

务,32； 

项目计划与控制,32 

近三年指导本

科毕业设计

（人次） 

12 
课程及学时数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 

实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1372.1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 

实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937 

开办经费及来源 120万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元） 3361 

实践教学基地（个）（请
上传合作协议等） 

4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管理学院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拥有良好的实验、实践教学条

件，具备开设实验实践课程的软硬件设备。 

学校累计投入 1000余万元建设的经管实验中心已形成设施

齐全、功能完善、优质资源共享的多专业、跨专业的经管类综

合实训教学平台。总面积有 7800平方米，设备 3742台套、总

值 8183972元, 其中软件 2090034元。配备了包括 ERP实训

室、跨境电商实训室、智能商务工作站等 38间实验实训室，1

个数据处理中心。每个实训室都配备了多媒体设备、零件保存

柜、工作区。每个实验台均配备计算机，在实验室用机上都能

登陆到局域网和互联网，在每实验室安装应用了教学管理系

统，多个实验室安装了视频教学系统。具备业务保障、主机托

管、数据存储、能源支撑、安全保障、运维管理等多种功能。

上述设施条件，能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实验实践教学提供

良好支撑。 

学校成立大数据学院，与曙光企业共同投资 1000万元，用

于大数据教学、科研平台软硬件环境的建设，已建成稳定、高

效、可集中管控的“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Infinity9000”，为

大数据教学、科研实践及行业应用创新提供基础性支撑。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中科曙光 I9000系列

大数据超级平台 1-1 

曙光机架式服务器

I620-G20 
12 

2018/6/12 

整包 8000 

中科曙光 I9000系列

大数据超级平台 1-2 

曙光机架式服务器

S640-G20 
1 

2018/6/12 

中科曙光 I9000系列

大数据超级平台 1-3 

专用高性能计算系统

InfinityT900 
80 

2018/6/12 

InfinityDev 大数据

应用开发平台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InfinityInsight 大

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InfinityMining 大

数据挖掘平台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InfinityXdata 大数

据生态分析管理平台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InfinityAPP 大数据

应用共享平台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InfinityIns 行业大

数据实战系统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InfinityEdu 教学实

验系统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Xdata 行业大数据基

站系统 

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 9000 
1套 2018/6/12 

ERP供应链实验室软

件 
用友 1套 2009/9/24 46 

金蝶系 K/3 ERP系统 金蝶 1套 2009/6/15 140 

多专业综合仿真实训

软件 
金蝶 1套 2016/3/17 450 

SlimTrade外贸实习

平台 
世格 1套 2009/9/14 45.24 

商业沙盘教具 金蝶 3套 2009/6/15 195 

跨境电子运营模拟沙

盘 
世格 1套 2019/4/19 105 

方宇跨专业校内综合

实习平台软件 
方宇 1套 2016/3/17 460 

世格国贸综合技能实

训与竞赛平台软件 
三华 1套 2019/4/28 

300 

PC机 Dell 820台 2009-2018 3690 

服务器 Dell 6台 2009-2018 290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

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7.1 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 

随着信息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全球数据正呈现爆炸性增长，数据规模每两年翻

一番。如何将海量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是当前信息技术研究的热点。同时中国经济正进

入创新驱动的转型新阶段，如何布局大数据技术，深化加强大数据在商务管理中的应用，都

离不开培养面向大数据的各层次专门人才。 

7.1.1 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符合国家政策与时代发展潮流 
从国家政策和产业发展角度看，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

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

府服务和监管能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正在成为趋势。发展大数据产业和培养大数据人才迫

在眉睫。 

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2015年 9月 5日，国务院出台发

布《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提出要全面推

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这标志着大数据产业已上升为战略高度。

2015年 11月 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未来的十年将是一个“大数据”引领的智慧科技的时

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5]51号）等文件，引导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2017年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

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深刻分析了我国大数据发展的现

状和趋势，对我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

新发展；二是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三是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

平；四是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与完善数据产权保护

制度。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到“要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

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 

大数据时代的脚步悄然而至，未来几年，我国数据分析专业人才需求达几十万人以上。

高校作为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主要阵地，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培养时代最需要的人

才，基于此，继 2018年 3月教育部同意首批 5所高校开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专业代

码 120108T）后，2019年 3月，在《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9〕7号）》公布的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名单中，另有 25所高

校申报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得到教育部批准，据此，目前全国已有 30所院校开设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表 1 自 2018 年开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院校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位授予门类 学校城市 

西安交通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西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哈尔滨 

东北财经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大连 

南京财经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南京 

贵州财经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贵阳 

吉林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长春 

北京科技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北京 



 
 

合肥工业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合肥 

中国传媒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北京 

山东财经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济南 

大连工业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大连 

北京工商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北京 

河北科技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石家庄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北京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北京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大连 

大连财经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大连 

营口理工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营口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上海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绍兴 

安徽新华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合肥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武汉 

广东东软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佛山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重庆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重庆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昆明 

西安思源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西安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西安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108T 管理学 西安 

因此我校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新专业符合时代发展精神和需要。 
7.1.2 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是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活跃，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

是中国信息化技术发展的重点区域，珠三角聚集了一大批 IT独角兽企业。在发展大数据方

面，广东省有设施基础和先发优势。具体来说：大数据基础设施方面，广东拥有运算速度全

球领先的广州、深圳两大国家级超算中心，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高速畅通的电子政务网络

和省电子政务云平台。广东省广业集团、广东粤数大数据有限公司等市场力量深度参与当地

大数据产业发展，对政府数据开放产生强大的需求和促动力。在数据资源方面，广东是海量

数据的枢纽和集散地，广东省的数据量居全国首位，占全国 20%。在产业支撑方面，广东规

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超 3万亿元，占全国 1/3，连续 25年全国第一。此外，在大数据

研究和人才聚集方面，广东省拥有多个大数据高端专业研究院所，已建设广州开发区大数据

产业园、肇庆大数据云服务产业园等 15个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入驻大数据企业近 600家，

在建重大项目 78个。2018年广东加紧落实“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发布了

广东省制造业大数据指数（MBI），这是全国首个制造业大数据指数，该指数用于反映当前

广东省制造业运行状态，通过第三方工具，由电力、用地、招聘、人口、通信、贷款、铁路

货运、高速公路货运、商品进出口等领域的海量数据生成，涵盖 21个地市及制造业 31个主

要行业。这些仅仅是目前广东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广东在下一步发展中将依托珠三

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施制造业

的智能升级。 

广东省作为大数据产业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2012年底印发《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

作方案》，成为全国率先推行大数据战略的省份之一。2014年 2月成立广东省大数据管理

局，是全国最早的大数据管理局之一。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大数据战

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引导和推动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等方面工作。2015年 8月，《广东省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实施细则》出台。2016年 4月，《广东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2016-

2020年)》印发。当前中国的大数据产业热潮中，广东省以“领跑者”的姿态出现，凭借基

础设施、产业支撑、市场应用等方面优势，走在探索前列，大数据产业呈现“广深引领、珠

三角集聚、粤东西北紧随”发展态势。 

在这一波新的地方经济建设浪潮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都需要大批的大数据专门人才的参

与与智力支持，人力资源市场将对大数据人才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旺盛需求。因此，培养

和造就一批掌握数学基本理论与大数据应用分析的相关知识，具备大数据预处理、海量数据

存储管理、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能力的人才已迫在眉睫，这也是学校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需要，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举措。 

广东省发达的 IT产业，也为本专业毕业生提供广阔的就业和事业发展空间。但目前在

全国开设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 30所高校中只有一所是在广东，所以本校申请增设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新专业符合地区经济发展需要。 

7.1.3 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是学科发展的需求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建设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专业建

设已经初步取得成效，如何纵向深化学科的建设基础，如何横向拓宽专业结构，形成完备的

学科体系，顺应学科发展潮流，更好地培养各类应用型人才成为学校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管理学院的办学目标定位于培养“面向一线，服务地方经济，实

践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从我校专业布局和学科定位角度看，目前我校管理学院已有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和电子商务六个专业。计算机学院已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科学与计算、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五个专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迭代和管理模式的变革，越来越多的交叉型研究方向正在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新的学科建

设发展方向。教育部要求推进“新工科”与“新商科”的建设，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数

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为此，我们在广泛调研和充分讨论基础

上，现新增“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有助于提升我校办学水平，形成特色学科方向。有助

于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为传统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既可以较好地适应时代

人才需求，又可以为我校管理学与计算机专业的整合与发展找到一个有力的生长点。 

7.1.4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浪潮的带动下，我国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应用不断拓

展。大数据企业正在尝到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带来的“甜头”。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实体经济

行业进行市场需求分析、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与物流管理、能源管理、提供智能客户服务

等，这不但大大拓展了大数据企业的目标市场，更成为众多大数据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

力。随着融合深度的增强和市场潜力不断被挖掘，融合发展给大数据企业带来的益处和价值

正在日益显现。 

然而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领域整体上还处于发展初期。相对于

发达国家，在融合行业数量、融合应用深度、融合业务规模、融合发展均衡性等方面还有一

定差距。这一阶段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业务类型不均衡：大数据融合应用主要集中在外围业务上，而在核心业务方面的渗

透程度还有待提高。大数据发展促进委员会 2018年 4月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

告》，调查显示，在应用大数据的行业企业中，营销分析、客户分析和内部运营管理是应用

最广泛的三个领域。61.7%的企业将大数据应用于营销分析，50.2%的企业将大数据应用于客

户分析，将近 50%的企业将大数据应用于内部运营管理。相比之下，大数据分析在产品设

计、产品生产、企业供应链管理等核心业务的应用比例还有待提升，大规模应用尚未展开。 

二是地域分布不均衡：大数据融合应用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各地大数据应用发展程

度差距较大。受经济发达程度、人才聚集程度和技术发展水平影响,大数据应用的产学研力

量仍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相关的数据显示 5，中西部地区

的大数据应用虽然市场需求较大，但发展水平仍较低。 



 
 

三是行业分布不均衡：大数据融合应用主要集中在部分行业中，如前所述，大数据与金

融、政务、电信等行业的融合效果较好，而在其它众多行业的融合效果则有待深化。 

中国通信研究院 2018发布的《大数据白皮书》提出了行业应用大数据的关键因素。一

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大数据平台，以实现数据的汇聚和共享，提升了数据价值。二是要形成良

好的数据管理体系，保证数据的质量、安全，开展成熟的数据治理和数据资产管理实践。三

是要形成平民化的数据应用。建立与需求深度耦合又简单易用的数据应用工具，使得大数据

的使用者从企业数据专家扩展到了普通业务人员，从而真正实现了“人人产生数据、人人应

用数据”。四是要组建强有力的数据管理部门，负责集中管理监控数据。 

行业要应用大数据，离不开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人才。所以，增设该专业能更好地满足

行业发展需求。 

7.1.5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满足企业大数据人才的需求 
2015年是中国的“大数据元年”，2016年是大数据产业真正爆发的一年。经过四年的

爆发式发展，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但在人才市场上缺乏综合掌握数学、统计

学、计算机等相关学科及应用领域知识的综合性数据科学人才，特别是缺乏既熟悉行业业务

又掌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综合型人才。 

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盖特纳预测，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将为全球带来 440万个 IT新岗位

和上千万个非 IT岗位。 

2017年麦肯锡在《大数据》报告中指出，大数据人才短缺，将严重制约大数据行业发

展，尤其是统计和机器学习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及懂得如何运用大数据来运营企业管理和分析

的人才。仅仅在美国市场，2018年大数据人才和高级分析专家的人才缺口高达 19万。此外

美国企业还需要 150万位能够提出正确问题、运用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大数据相关管理人才。 

国内各大企业纷纷开拓大数据业务，对专业的大数据人才均有较高的需求量。根据中国

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未来中国基础性数据分析人才缺口将达到 1400万，

而在 BAT企业招聘的职位里，60%以上都在招大数据人才。 

据职业社交平台 LinkedIn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最热职位人才报告》显示，研发工程

师、产品经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运营和数据分析是当下中国互联网行业需求最旺盛的

六类人才职位。报告表明，数据分析人才的供给指数最低，仅为 0.05，属于高度稀缺。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以问题为导向，基于数据分析和管理优化，注重大数据在企业中

的应用，通过与已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投资学、工

业工程等专业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从多个方面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因此本校

申请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是为了培养企业高度稀缺的人才，解决企业未来的人才荒问

题。 

 

7.2 大数据管理的战略价值 

7.2.1 大数据管理的问题与挑战 

从国家政策和产业发展角度看，数据随着企业数据存储量持续在成倍增长，管理这些数

据变得越来越困难。有些企业经常会发现他们拥有的数据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或者与系统中

的其他数据冲突，又或者数据完全不准确。 

 2017年全球数据管理基准报告中，数据验证供应商 Experian Data Quality发现，

“尽管全球大多数企业机构都表示数据支持他们的业务目标，但全球只有不到一半的组织

(44%)相信他们的数据能够做出重要的业务决策。”对数据缺乏信任会错失良机。没有准确

数据的企业机构决策项目是拿捏不定的，甚至会遭遇品牌价值或客户满意度的下降。 

 在 IDG 2016数据和分析调查中，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遇到了与大数据管理相关的挑

战。几个不同的因素使大数据管理比管理较小的数据存储库更具挑战性。常见问题包括： 

1、人才短缺。数据的快速积累和发展，越来越凸显的问题就是数据人才的缺失，特别

是在统计方法和大数据上有深厚专业知识的管理员和分析员。将来一企业需要通过数据分析



 
 

结果做决策，所以分析人员的水平决定企业的竞争力。麦肯锡咨询公司在 2011年公布的研

究报告中预计：按照目前的趋势，美国需要 14万到 19万具有深度分析数据的专业知识人才

和 150万有数据管理经验的管理者，但是这种类型的人才具有培养难度大，需经过多年的培

训等特点。虽然他们的定量分析是采用美国作为例证，但这种类型的人才上的短缺将是全球

性的。SAS软件总经理刘政认为：大数据严重人才短缺，欧美公司也在中国寻找人才，但他

们不知道中国本身大数据人才更匮乏。人员配置不足已成了大数据推进的第一大问题。使大

数据管理复杂化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员工，没有足够的数据分析师和其他大

数据专业人员来填补所有可用的职位。解决这种短缺，不能简单地通过改变毕业要求并等着

学生毕业时拥有更多的技能或者仅仅通过引进外国人才来填补了这一短缺。因此需要加强专

门培训数据方面专业人才的力度，为立足大时代打下坚实后盾。 

2、数据存储的安全问题。企业过去信息化建设都是较分散的进行，互相之间信息不流

通，业务不能顺畅有效的执行和控制，形成了许多“信息孤岛”，既影响了现有系统的继续

运行，也影响了新系统的实施。只有进行和加强数字资源的整合才能有效地消除“信息孤

岛”，整合让数据从分散变得集中，大大降低信息的管理难度，实现资源共享，降低运营成

本，并更加有利于对大数据的利用。但结果是数据将变得更大，一旦数据遭受入侵，遭受的

损失也要大得多。因此数字资源整合也带来了数据存储的安全问题不能被忽视。安全问题主

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隐私问题，整合数据必然带来了个人信息被多个数据库共享，个

人隐私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第二、数据量的急剧增加和数据类型的多样化，一旦数据库被破

坏，按传统关系数据库的数据恢复过程将相当的漫长。 

在大多数企业中，不同的部门和业务部门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并将信息存储在单独的数

据库中，这些单独的数据库可能包含类似的信息，但数据从一个数据库到另一个数据库并不

总是一致的。例如，零售商可以将客户地址存储在营销数据库、客户服务数据库、会计数据

库和电子商务网站数据库中。如果这些数据库中只有一个对特定客户的信息略有不同， 例

如当其他数据库将其列为“街道”时将客户的街道地址列为“路”则可能导致问题出现，丢

失跟踪等问题客户服务记录，双重账单或不准确的报告。 

此外，孤立的数据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Unisphere Research 的 2016年

企业数据管理调查发现，59％的被调查者只有很少或只有少数数据系统集成，而大多数数据

仍然存在于孤岛中。 

3、不断增长的数据存储：管理大数据也很困难，因为所涉及的数据规模庞大，而且数

据量不断增大。对于只有客户较少的公司来说，修复客户记录相当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

人可以查看所涉及的记录并修复它们。但对于拥有数百万客户和数 PB的数据的全国零售商

而言，需要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4、数据和架构复杂性：企业数据不仅存储在不同的孤岛中并且不断增长，如今的数据

也非常复杂。企业通常具有结构化数据（驻留在数据库中的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含在

文本文档、图像、视频、声音文件、演示文稿等中的数据），并且数据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格

式中。单个企业可能在其系统上拥有数千个应用程序，并且每个应用程序可以读取和写入许

多不同的数据库。因此，简单地编目组织在其存储系统中具有哪些类型的数据可能是一项非

常困难的工作。 

5、确保数据质量：所有这些问题使企业很难确保其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跨数据孤

岛缺乏同步可能使管理人员难以知道哪条数据是正确的，但人为错误的数据质量也是一个大

问题的影响。 

在 Experian研究中，56％的受访者表示人为错误是影响其数据准确性的最大挑战。打

字时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当数据驱动的组织使用人类输入的信息作为主要业务决策的

基础时，简单的输入错误可能会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6、缺乏高管支持：大数据管理工作面临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不了

解良好数据管理的重要性和价值。预测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更加节能的技术可能会得到很多关

注和预算，而移动和清理数据的平凡过程并不会产生太多的兴奋。但是，这个问题似乎有所



 
 

减少。在 Experian的研究中，被称为高级管理层支持不足的受访者数量是对数据管理的一

大挑战，从 2016年的 21％降至 2017年的 19％。在 2017年 NewVantage Partners大数据执

行调查中，52.5％的高管表示数据治理对大数据业务的采用至关重要。 

7、建立数据友好型文化：对于任何企业而言，从人们根据自己的直觉，观点或经验做

出决策的文化转向数据驱动的文化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变。52.5％的高管指出“企业障碍”

是他们未能实现大数据项目目标的原因，只有 27.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数

据驱动的文化。改变员工和经理的心态需要时间，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大数据管理必须有

效。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大数据管理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如何实现高效、智能的存储和获取。大数据在传统数据库的存取状态是：输入比

输出容易。大多数数据库管理系统设计用于高效的事务处理：一个大型数据库里主要以添

加、更新为主，搜索和检索为辅。大量的数据被毫不费力地添加到一个数据库，如果该数据

库是一个运行了一段时间的大站点，则很有可能已经构成大数据。随着数据量和各种类型数

据的不断增加，数据的存储和访问速度成瓶颈，解决速度，是大数据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

战。  

其次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数据管理。数据从产生、传播、存储、保护、归档到安全维护的

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错误，数据管理与数据质量管理也逐渐被人们重视。2008年，IBM首

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希望“互联地球的人、机器和数据”，形成所谓“物联网”，然

后将物联网与现有的互联网结合，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这样，在数据量快速增

长的同时也增加了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让原本管理与维护的难度加大、成本增高，原来的

数据管理思想也要随之革新，此外优秀管理也提高了应用的合理性。管理与应用数据两种行

为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关系。管理能力的提高带动着应用数据的质量提高，管理和维护

的目的是应用，应用的基础是好的管理维护。例如：我国铁道部正在研究实施多网运作减压

应对网购拥堵问题，但多网运作的共享数据数量巨大，如何有效管理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

题。  

再者是如何利用数据分析结果掘 “金”。大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基于大数据的

处理和分析才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附加值。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

意识到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资料，拥有数据并正确使用数据将会成为企业成功的核心竞争

力。但在发掘数据里“金子”的时候，同时存在挖到“垃圾”的可能，这种“垃圾”严重误

导企业的决策。犹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Trevor Hastie说的：在大量的干草堆中寻找针是很

麻烦的，因为有很多长得像针一样的稻草。大数据统计也为错误的调查提供了很多初始资

料。乔治?梅森大学的数学家 Rebecca Goldin认为这是使用数据最有害的方式之一。越来越

多的企业意识到了这种挑战：IT 负责人和职员无法有效地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地收集、处

理和分析；另一方面，企业 CEO以及高层管理人员因不能及时获得所需的信息，而无法预测

出潜在的业务机遇，坐等商业机会的流失。  

最后是如何应对非结构化数据的海量增长趋势。数据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两类数据区别在于：前者一般采用数据记录存储，而后者普遍采用文件系统存储。非结构化

数据包括：全文文本、图像、声音、影视、超媒体等信息。这类数据的特征体现在：体积

大、增长快、多样化。Autonomy创始人兼 CEO林奇认为：非结构化数据是大数据的主旋律，

接下来的 15年，非结构化数据将成为信息的主体，将来 90%的信息将是非结构化的，我们必

须掌握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必须要让计算机了解人类想要什么样的信息。据凯捷咨询与

《经济学人》信息部最近联合进行的研究显示，大部分高管人员（58%）依赖非结构化数据

分析做出业务决策。企业分析的数据越多，就越能获得有价值的见解。综上可以知，非结构

化数据作用巨大，但现有存储技术在吞吐能力、可扩展性、易管理性等方面并跟不上非结构

化数据增长的速度，主要用于管理结构化数据的关系数据库的局限性暴露地越来越明显。因

此探索新一代存储技术是对企业来说非常大的挑战。  

对于这些问题和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大数据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麻烦。2011 年的



 
 

《IBM -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评论》显示：在过去一个对全世界 100个国家中的 3000名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查，他们分别来自 30多个行业，结果显示 60%的高级管理人员表示无法

有效利用所有数据。而近期 IBM对来自 64个国家及地区的 1700名首席营销官展开调查，进

一步体现出这个问题的严峻性：71%的首席营销官表示他们的企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

数据的大爆炸。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因不能及时获得所需的信息，而无法预测出潜在的业务风

险，只会让商机流失，因此如何去调整技术、管理去适应这种趋势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7.2.2大数据管理的战略价值 

互联网+”时代，世界在发生着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和人

们的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产业的竞争生态和企业的管理方式。在“互联网+”的一系列

思维和技术变革中，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慧城市和人工智能等，大

数据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它代表着一种连接的力量，使各种事物的客观反映通过数据活跃

起来，成为能够产生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力量。 

我国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大数据的这种力量，在顶层设计层面进行了系列规划，颁布

了相关的纲领和政策。从 2012年 11月国家发改委设立“大数据分析软件开发和服务”专项

课题，到 2015年 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转

型发展的新动力，大数据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对未来信息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

响。 

政府在大力推动大数据政策设计的同时，也在大力推动政府数据的公开。那么，作为市

场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大数

据思维来提高和重塑核心竞争力呢? 

Gartner的新兴技术成熟曲线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大数据还处于概念热炒阶段，到

2015年大数据已经消失了，这也意味着大数据已经进入到了落地实施阶段。然而，目前市场

上的大数据书籍和应用案例研究多处于概念方面以及在互联网企业的范畴，针对传统产业和

企业的研究非常少。这些传统产业和企业能否充分利用“互联网+”，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来

重塑核心竞争力，是其在市场上生存、发展，乃至在国际竟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根据全球范围内典型大数据的最佳实践案例，并结合我国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其在企

业中长期的经验沉淀，总结了大数据帮助企业从经营管理中的六个维度来增强企业核心竟争

力。包括： 

（1）预见命运，大数据驱动决策。大数据在企业决策支持上的作用是了解在新时代中

企业决策机制的转变要求，分析传统决策方式带来的弊端以及建立客观证据支持的决策机制

的过程，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实现数据导向的决策机制。 

（2）发现自己，大数据优化管理。大数据管理就是从企业管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入

手，分析在不同时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变革，理解信息化到自动化的发展过程以及 21

世纪数字化企业的含义，最终从企业管理角度，实现大数据对管理优化的价值。 

（3）扩大用户，大数据智慧营销。大数据管理对市场营销的作用，就是从对用户的洞

察，到用户营销方案的设计再到与用户建立长期共贏的关系，从整个用户管理的角度进行了

细致的分析，实现大数据精准营销。 

（4）放飞思想，大数据发现创新。大数据管理也是开放思路，从企业产品创新角度分

析了大数据的作用。从产品创新的设计生产到供应链环节，大数据都可以产生重要的作用。

大数据也支持通过众创、众智的模式来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产品设计的阶段有机结合，达成

共赢。 

（5）追求卓越，大数据推动转型。从智能制造、农业、能源、医疗、教育等社会关注

的领域入手通过大量案例详细分析了大数据带来的企业经营内容的转型和经营模式的变革。

通过触类旁通的方式，帮助企业思索如何进行变革。 

（6）和谐社会，大数据保障安全。大数据管理在维护社会治安和企业安全领域的价

值。社会治安和企业安全包括人身安全、资产安全和信息安全。尤其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

代，企业和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大数据可以通过主动预防的方式更好地



 
 

保护关键信息。 

7.2.3大数据管理在实施大数据应用的重要地位 

从企业实践的角度，大数据应用和建设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对传统企业而

言，如何步实现数据的价值，是企业真正利用好大数据的基础。根据国内外的应用实践，

IBM总结了一个可行和合理的实现途径（如下图）。 

 
根据这个大数据操作过程，可以看出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 8个环节中，其中 5个环节是

关系到管理层面，只有实施实验任务、分析实验结果和分析商业数据会更多地运用到大数据

技术。因此，大数据管理的在大数据应用中有着重要地位。 

下图是大数据应用时的 5大功能模块： 

 
 

“战略规划”→ 制定战略是先抛开数据，从企业目标和愿景开始，不要空泛。一旦了

解了目标，就需要知道如何获取信息，这样就能“数据收集”。一旦知道何种信息可用，并

获取该信息后，需要进行“数据分析”，必须从从中提取有用的想法，回答战略问题。当

然，看法本身没有用，必须将其转化为“报告成果”，来将看法转化为可视化数据，让人容

易理解。 最后，“成果转化”，你就能摆脱压力和困惑，收获可观的成果，从而达到转化

经营模式的目的。由此可见，大数据管理在实施大数据应用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7.3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发展规划 

7.3.1专业建设思路 
（1）办学理念 

在办学理念上，遵循国际商学院教育认证 IACBE的要求，从多个维度设置培养目标和学

习成果；教学执行上，以使命为驱动，以培养目标和学习成果为导向，设计课程地图和评估

框架，实施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教学方法上，引入质量管理国际上在产教融合方面成效显著

的 VIP（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jects Program）项目化教学模式，以逐步深入地协同



 
 

参与到行业应用项目的方式来带动整个教学过程。从而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大数据专业能力

和团队协作的素质，在协同创新中定位学生的强项，激励拔尖人才的创新创业。 

（2）专业特色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主要研究大数据分析理论和方

法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大数据管理与治理方法。我校管理学院认真考量市场需求，精准

定位“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和就业需求，不断修

改制定符合企业和社会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与计算机学院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互为补充，各有

侧重。计算机学院更注重的是工程实现的可行性，开发一系列的分布式计算、数据挖掘等方

法，以求解决工程问题。管理学院的相关学科的建设，更注重从复杂的商业环境中的业务问

题出发去理解业务问题，并把这些问题转为可量化的管理问题。 

因此，管理学院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是依托管理学院的丰富商科资源而构建的新型方向。

科学化与数量化的管理模式与工具在商业环境中的应用是一大特色。首先，在基础理论培养

方面结合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原有的运筹学，统计学等优势课程，同时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发

展后的统计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其次，整合商科优势，培养学生更加注重对于现

代管理，营销与金融等商业背景知识的学习。最后，利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于商业实战问

题的解决中。与传统的数据分析相比，更注重从大数据商业模式构建，数据质量管理，数据

资产化，数据隐私保护等更加宏观的方面培养学生数据治理公司的思维。 

所以本专业的定位是培养具有现代管理和信息经济理念、掌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综合技

能、拥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结构，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素质，能够从

事大数据管理与分析及其相关系统的设计、实施和应用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领域的领导者和

管理精英。 

（3）人才培养特色 

结合我校工科办学特点和自身管理学科的办学优势，突出信息技术与经营管理相结合的

特色，培养具备较强的大数据思维和实操能力，会外语、懂技术、通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高级专门人才。 

强化学科优势特色方向，重点培养学生大数据管理、大数据分析、基于大数据的管理决

策支持以及大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机制的设计能力，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的培

养。 

通过各类“创意、创新和创业”训练项目和各级竞赛活动，重点培养学生的数据驱动的

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培养创新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人才。完善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机

制，创建灵活柔性的培养模式以支撑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尝试，最终实现学生知识、能力和素

质的全面协调发展。 

孵化本专业的电子商务专业已通过美国 IACBE国际商科认证，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4）课程设置 

本专业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建立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创新、个性发展

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新专业的课程体系架构有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特色课程和专业选修

课四个模块来设计。 

基础学科：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是通识教育的厚基础部分； 

专业核心课程：云计算、大数据治理与安全、大数据挖掘方法、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数据资产评估与交易、Python程序设计、网络爬虫技术，着重培养学生的数据获取能力以及

对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能力； 

特色课程：数据结构、物联网、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市场调研与预测、新媒体营销，

商务智能、商务数据分析工具，数据可视化，数据服务框架，帮助学生掌握所需要的技术及

业务理解能力。 

专业选修课程模块：包括消费者行为学、国际贸易、IT项目管理、大数据营销、创业基

础、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互联网金融、运营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英语等。学生可根



 
 

据自身职业发展预期，自主选择相关课程。 
（5）师资队伍建设 

总体做到保证数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学科研建设为中心，

促进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不断优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同时，有计划的选派优秀青年教师

在国外高等院校或国内著名高等学府访学；邀请国内外学者到本专业讲学，学院主管部门制

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科研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师资培训、交流和

提升制度。培养一批专业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高和科研能力相对较强的专业骨干教师，

建立一支年龄结构、专业结构以及学历结构相对合理的专业科研队伍。 

教师深入到大数据企业一线学习实战，掌握更新、更贴合实际的大数据应用，逐渐形成

一支理论实战型的教师队伍；通过校企合作，促进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加强与大数据企业

的合作，提升学校教师技术水平，更快的接触行业发展新技术，了解企业新需求，把曙光企

业培训师的培养体系与学校“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相结合，为学校打造一支学术和教学水

平高、了解社会需求、掌握先进技术、教学经验丰富、热爱教学工作的应用型师资队伍。 

（6）实践教学体系与实验环境建设 

实践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有的课程和实践环节都是围绕培养

目标而开展的。实践教学包括：实验、实训和实习。实验主要是指课程实验和综合实验。实

训是综合性实践练习、实训项目、毕业设计等，实习是指见习实习、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和

毕业实习。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本科学生实践能力标准(Practical Ability, PA)如下： 

1）学生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创新教育，工程训练，电子商务综合实践实训，，电子

商务创新实训，毕业设计。 

2）大数据管理与分析软件系统的应用能力。主要包括：HADOOP、SPARK等平台的应用能

力，Python/R等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能力，社交网络分析、个性化推荐等工具软件的应用能

力。 

3）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系统的分析设计能力。主要包括：云计算课程设计，信息系统分

析与设计课程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所以在本专业教学过程中，要求采用课堂讲授和上机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设

计创新性、趣味性实践课程，实践你内容涵盖数据模型、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智

能分析等关键技术以及应用方法等 

经管实验中心 7800M2的实训大楼提供了良好的经管类实验实训场所，能同期开展多专业

实践。计算机工程学院与中科曙光合作建设了大数据实验平台，为开展教学与科研奠定雄厚

基础，目前该平台已完成部署大数据教学系统与应用开发系统。本校管理学院、计算机工程

学院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三院联合成立的智能商务研究所，已成立三年，与阿里、昊链等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合作项目，联合培育人才。引入企业工程师指导学生的实训项目，积

极开拓实习基地，争取与多家企业就大数据应用领域签订实习基地与人才输送计划。 

（7）加强校企合作 

我校加快大数据专业建设步伐，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注重人才与产业的结合，

加强校企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增强学生的实践水平与大数据分析操作能力，为企业培养符

合要求的毕业生。 

7.3.2专业发展规划 
2020.9-2021.7 
①首次招生； 

②实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教学计划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 

③引进企业届高层次人才 2-3人，选派 2-3名青年教师到知名大数据企业进修。 

③开展面向行业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科研工作的筹备与预研。 

2020.09-2021.08 



 
 

①根据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逐步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形成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教学模式； 

②完善大数据实践平台建设，提升实验中心支持智能商务分析的服务能力； 

③建设 2-3个专业校外实习基地。 

2021.09-2022.08 
①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②加强教学与科学研究，争取在 SCI、EI源刊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篇以上； 

③争取省部级项目 1项，企业横向课题 1-3项。 

2022.09-2023.08 
①第一届学生毕业； 

②总结办学经验与教训，改进教学计划与方案； 

③继续推动大数据科研平台的建设，争取获得省部级项目 1项，企业横向课题 5项。 

7.4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办学基础 

7.4.1学校定位与管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发展情况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成立于 2006年，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以工科为主，经济、

管理、文学、理学、艺术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是由国家 211、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与云峰集团合作举办。学校依托名校华南理工大学的品牌学科、师资优势和

现代大学的管理经验，学科有支撑，教学质量有保障。学校是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

工）唯一的独立学院，华工非常重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并将其作为教育改革和创新办学模

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学以来，学校明确了“以人为本，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促教学，着

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把学校办成一所特色鲜明、质量一流的应用型大学。学校

根据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紧围绕珠三角地区优先发展的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按照“以工为主，多科发展”的学科建设思路规划，优化学科专业

设置，培养“重人品、实基础、强能力、有专长”的应用型人才。 

管理学院作为华广最具规模的二级学院，设有工商管理系、人力资源管理系、会计学

系、财务管理系、市场营销系和电子商务系，具有多个专业发展方向，，目前所有专业都通

过了国际 IACBE的商科认证。其中电子商务系的智能商务与数据分析方向方向已开设三年，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开办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计算机工程学院是

目前校内最大的一个工科学院，专业门数较为齐全，涵盖 5个专业，其中的的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开办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管理学院致力于塑造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管理类专门人才，注重学生理论能力和应

用能力培养，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积极为学生打造“SRP项目”、“创新创业”、“才艺

大赛”以及“经济时评”等学术与综合素质提升平台。在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方面也不断加大

力度，利用建立的校外实习基地，让实践性教学从课堂走向社会。目前，学院已建立了 65

家校外实习基地。 

计算机工程学院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卓有成效，积极引进高学历、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

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通过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建立了校内外分工协作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

基地，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建成一批校企合作的学生创新工作室；学生参与企业和社会组织

的专业竞赛活动，在多项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不俗成绩。 

 

7.4.2专业平台 
学校已经具备了两大平台，为大数据相关专业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我校已有 3位教师获得了 AWS Educator的证书以及多个 AWS证书，可以充分地

利用最先进的云计算平台——AWS Academy平台。AWS Academy 目前提供四种独特课程，使

学生能培养 AWS 云中的各种技能以及积累各种相关经验。 

AWS Academy 云基础知识：此入门课程全面概述了云概念、AWS 核心服务、安全性、架



 
 

构、定价和支持等内容。其包含 20 个小时的课程内容并可帮助学生为获得 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 认证做好准备。 

AWS Academy 云计算架构：此中级课程涵盖了在 AWS 上构建 IT 基础设施的基础知

识，并可帮助学生获得通过 AWS Certified Solutions Architect – Associate 认证所需

的技能。此课程总时长约为 40 个小时，采用讲座、动手实验和课题研究三种方式进行授

课。 

AWS Academy 云开发：此中级课程将帮助学生获取云技术开发方面的技术专业知识。其

还可帮助他们为通过 AWS Certified Developer - Associate certification 考试做好准

备。完成本课程后，学生将能使用 AWS SDK 进行开发以及识别在 AWS 云中构建和部署应用

程序的最佳实践。此课程总时长约为 40 个小时，采用讲座和动手实验两种方式进行授课。 

AWS Academy 云运营：此中级课程将帮助学生为获得入门级的备受欢迎的开发运营、支

持和云运营角色做好准备。其还可帮助他们为通过 AWS Certified SysOps Administrator 

– Associate 考试做好准备。通过案例研究、演示和动手活动，学生将能了解如何排查各

种场景问题并实现 AWS 上的网络和系统的自动化部署。此课程总时长约为 40 个小时，采

用讲座和动手实验两种方式进行授课。  

因此，AWS Academy平台能够缩小了行业和学院之间的差距，通过云技术不停地帮助企

业快速转型，大大缩小团队的技能水平与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差距。AWS 

Academy 使不同的教育机构能够提供课程和实践学习经验，帮助学生为从事云领域工作做好

准备。  

（二）学校于 2018年 6月份与中科曙光合作，共建“曙光大数据学院”与“曙光大数

据应用创新中心”，并向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申报加入数据中国—“百校工程”项

目，充分发挥行业办学优势和校企合作功能，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

主动整合各方资源，创新合作机制，形成多方共建格局。学校与企业共同投资 1000万元，

用于大数据教学、科研平台软硬件环境的建设，建设稳定、高效、可集中管控的“大数据应

用超级系统-Infinity9000”，为大数据教学、科研实践及行业应用创新提供基础性支撑。

发挥曙光在人才、技术、数据资源的优势，加快培养符合大数据行业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 

大数据相关专业教学与科研平台系统构成如下表所示： 

1.大数据超级平台核心系统 

1.1 协同计算控制系统 

1.2 协同计算并行信息总线系统 

1.3 协同计算及运行监控系统 

1.4 协同计算并行数据库系统 

1.5 协同计算角色认证系统 

1.6 协同计算应用仓库 

1.7 协同计算应用程序运行控制系统 

1.8 协同计算可视化及系统控制引擎 

1.9 协同计算跨域存储控制系统 

1.10 协同计算载荷系统 

1.11 协同计算并行随机存储控制器系统 

1.12 协同计算并行只读存储控制器系统 

1.13 协同计算柔性网络控制器系统 

1.14 协同计算冷存储系统 

1.15 协同计算深度学习加速系统 

1.16 协同计算机组机架平台 



 
 

 

2.大数据应用开发管理系统 

2.1 应用开发平台 

2.1.1 InfinityDev大数据应用开发平台 

2.1.2 InfinityInsight 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2.1.3 InfinityMining 大数据挖掘平台 

2.1.4 InfinityXdata大数据生态分析管理平台 

2.2 应用共享平台 

2.2.1 InfinityAPP大数据应用共享平台 

2.3 深度学习平台 

2.3.1 iProcess深度学习过程系统 

3.大数据教学系统 

3.1 教学行为大数据分析系统 

3.1.1 InfinityLsn课程管理系统 

3.2 大数据教学实验系统 

3.2.1 InfinityEdu教学实验系统 

3.3 大数据行业实战系统 

3.3.1 InfinityIns行业大数据实战系统 

4.行业数据资源系统 

4.1 Xdata行业大数据基站系统 

5、大数据超级平台扩展模组 

5.1 协同计算缓存扩展控制系统 

5.2 协同计算启动扩展控制系统 

5.3 协同计算柔性网扩展控制系统 

5.4 协同计算基础硬件监测系统 

5.5 协同计算基础硬件运行控制系统 

5.6 协同计算载荷扩展系统 

5.7 协同计算并行随机存储扩展系统 

5.8 协同计算并行只读存储扩展系统 

5.9 协同计算角色加密系统 

5.1 协同计算应用仓库扩展系统 

5.11 协同计算冷存储扩展系统 

5.12 协同计算增强计算节点集群 

5.13 协同计算机组网络环境 

 

7.4.3师资队伍综合素质强 

管理学院作为华广最具规模的二级学院，设有工商管理系、人力资源管理系、会计学

系、财务管理系、市场营销系和电子商务系。全职教职工 130人,其中：专职教师 92人、实

验室 7人、辅导员 18人、行政管理教务就创业 13人，结合管理、经济以及计算机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师资，目前三个学院中与本专业相关课程的专任教师共 95

人，其中：教授 14人、副教授 20人。这支教学队伍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学缘和专业结构

良好、综合素质较强、教学科研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 

1.17 Gridview监控系统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负责人陈志轩兼具复合工科背景和行业经验，在美国 500强企业

从事软件设计、系统结构、大数据分析工作逾 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企业大数据应用与管

理经验，并与国内多个 985院校开展了科研合作。创办专业的教学理念先进，培养方法受到

国内同行高度认可。其本人兼任智能商务研究所长，统筹全校智能商务研究工作。 

7.4.4教学设施和实践教学基础条件完善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目前图书馆已经拥有图书、期

刊馆藏近 20万种，86万册；订有近 600余种中、外文报刊和《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

库》、《中国知网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读秀学术搜索》、《超星知识发现》、《维普

科技期刊》、《维普考试库》、《超星电子图书》等电子资源；有阅览座位 2000个；电子

阅览室有 112台高配置的计算机，供同学们学习网络知识。为学生和教师的学习及备课提供

保障，较好地满足了人才培养的需要。 

管理学院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拥有良好的实验、实践教学条件，具备开设实验实践课程的

软硬件设备。 

学校累计投入 1000余万元建设的经管实验中心已形成设施齐全、功能完善、优质资源

共享的多专业、跨专业的经管类综合实训教学平台。总面积有 7800平方米，设备 3742台

套、总值 8183972元, 其中软件 2090034元。配备了包括 ERP实训室、跨境电商实训室、智

能商务工作站等 38间实验实训室，1个数据处理中心。每个实训室都配备了多媒体设备、零

件保存柜、工作区。每个实验台均配备计算机，在实验室用机上都能登陆到局域网和互联

网，在每实验室安装应用了教学管理系统，多个实验室安装了视频教学系统。具备业务保

障、主机托管、数据存储、能源支撑、安全保障、运维管理等多种功能。上述设施条件，能

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实验实践教学提供良好支撑。 

学校成立大数据学院，与曙光企业共同投资 1000万元，用于大数据教学、科研平台软

硬件环境的建设，已建成稳定、高效、可集中管控的“大数据应用超级系统-

Infinity9000”，为大数据教学、科研实践及行业应用创新提供基础性支撑。 

 

综上情况，本校申请开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

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8.1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现代管理和信息经济理念、掌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综合技能、拥有坚实的

专业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结构，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素质，能够从事大数据管理与分

析及其相关系统的设计、实施和应用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领域的领导者和管理精英。具体专业

培养目标（Learning Goal，LG）如下： 

LG1）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具体包括：LO11）能够理解道德规范，并识别道德和非

道德的行为；LO12）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LG2）：系统掌握特定专业所需的知识。具体包括：LO21）能够理解和运用数理与工程基础

理论；LO22）能够理解和运用运营与管理基础理论；LO23）能够理解和运用会计和财务基础理

论；LO24）能够理解和运用信息技术；LO25）掌握大数据管理、分析、应用、交易的基础知

识；LO26）掌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系统的分析与开发知识。 

LG3）：具备承担管理实践工作的能力。具体包括：LO31）综合运用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相关领域实践问题的能力；LO32）具有一定的基于数据分析支

持管理决策的能力；LO33）具有一定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模式设计能力。 

LG4）：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具体包括：LO41）具备发现和分析问题能力，能够从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实践中提炼科学问题；LO42）具备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能够撰写针对大数据

管理、分析及其应用的研究报告。 

LG5）：具备开拓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具体包括：LO51）具备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

LO52）能够宏观把握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 

LG6）：具备良好的人际管理能力。具体包括：LO61）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精

神；LO62）具备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决策能力。 

 

8.2 基本要求 

本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求真务实的科

学态度和面向未来的创新思维，了解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知识及其相关研究前沿动态，掌握

工程管理技术、现代管理理论、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多领域知识。其具体毕业要求

（Graduation Requirement，GR）如下： 

（GR1）基本素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良好的道德素养、人文素养以及科学素

养；具备较高的网络文明素养、信息安全与保密素养；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有

持续的求知欲望，能够正确评价自己；人格健全，身心健康。 

（GR2）专业知识：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通识类相关知识；具备坚实的

管理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基础理论；掌握大数据管理与安全、大数据分析技术

与方法、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大数据管

理与应用产业动态，掌握与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的知识。 

（GR3）基于数据的管理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能够融合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管

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基于数据分析识别、分析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给

出解决方案，能够在解决方案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

等因素。 

（GR4）研究：能够基于数据科学原理、采用数据科学方法对数据管理与应用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研究，包括问题界定、研究框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环节，并通过研究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GR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数据管理与应用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数据管理工具、系统开发工具、数据分析工具、决策支持工具

等。 

（GR6）创新意识与能力：具备国际化视野和良好的创新精神及创业意识，能够进行创意

思考、创新实践和创业发展，具备良好的基于多学科知识融合的创新、创意和创业能力。 

（GR7）管理沟通与团队协作：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

力，具有一定的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交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

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负责人和管理者的

角色。 

（GR8）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实践能力标准： 

实践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有的课程和实践环节都是围绕培养目

标而开展的。实践教学是使学生获得实践知识、开阔眼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进而

在实践中能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甚至对理论进行修正和拓展。 

实践能力培养包括：实验、实训和实习。实验主要是指课程实验和综合实验。实训是指课

程设计、实训项目、毕业设计等，实习是指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本科学生实践能力标准(Practical Ability, PA)如下： 

（PA1）学生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创新教育，工程训练，大数据管理综合实训，智能商

务创新实训，毕业设计。 

（PA2）大数据管理与分析软件系统的应用能力。主要包括：HADOOP、SPARK 等平台的应用

能力，Python/R 等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能力，社交网络分析、网络爬虫荐等工具软件的应用能

力。 

（PA3）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系统的分析设计能力。主要包括：云计算课程设计，信息系统

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知识要求： 

目标一：学生掌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理论与方法； 

目标二：学生掌握特定供应链所处的商业环境知识（经济、法律、社会）； 

目标三：学生掌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规划、分析、管理的理论、工具及方法； 

目标四：学生掌握相应决策支持工具并能运用到管理决策中。 

8.3 修业年限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4年，学生可在 3~6年内完成学业。修业年限为四年 

学分与学时要求 

最低毕业总学分：160学分 

最低毕业课内总学时：2168学时 

8.4 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学位 

8.5 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干课程：云计算、大数据治理与安全、大数据挖掘方法、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数据资

产评估与交易、Python程序设计、网络爬虫技术 

特色课程：数据结构、物联网、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市场调研与预测、新媒体营销，商

务智能、商务数据分析工具，数据可视化，数据服务框架，帮助学生掌握所需要的技术及业务

理解能力。  



 
 

专业选修课程模块：包括消费者行为学、国际贸易、IT 项目管理、大数据营销、创业基

础、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互联网金融、运营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英语等。学生可根据

自身职业发展预期，自主选择相关课程。 
详见附表理论课程题图、实践课程地图、理论课程关系图和实践课程关系图。 

表 2理论课程地图 

 

LO

11 

LO

12 

LO

21 

LO

22 

LO

23 

LO

24 

LO

25 

LO

26 

LO

31 

LO

32 

LO

33 

LO

41 

LO

42 

LO

51 

LO

52 

LO

61 

LO

62 

管理学原理 

   
● 

           
● ● 

经济学原理 
   

● ● 
 

● 
   

● 
   

● 
  经济法 ● ● 

               会计学    ● ●      ●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导

论   ● ●   ● ● ● ●     ●   

计算机程序设计   ●   ● ●     ●      

Web 前端开发技术   ●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   ● ●  ●         

市场调研与预测   ●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     ● 
信息系统的开发与设

计 ● ●    ●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   ●   ● ●   ●        

国际贸易              ●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            ●  

互联网金融     ●      ●       
商务智能    ●  ●  ●          
运筹学   ●         ●      

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

写作            ● ●     
大数据导论       ● ● ●         
大数据营销   ● ●  ● ● ● ● ●        
营销学原理    ●              

消费者行为学    ●              
商务数据分析工具   ●   ● ●   ●        
商务数据可视化   ●   ●    ●        
网络爬虫技术          ●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

业英语         ●    ●   ● ● 
IT 项目管理    ● ●    ●       ● ● 

数据资产评估与交易    ● ●      ●       
大数据治理与安全 ●   ●   ●  ● ● ●       
数据服务框架    ●      ● ●       

云计算      ● ●           
物联网      ● ●           

IT 基础设施管理    ●  ● ●  ●  ●       
高级程序设计      ●    ●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   ● ● ● ● ●  ●      
大数据挖掘方法   ●   ● ● ● ● ●  ●      

前沿专题（大数据管

理与应用）        ● ●    ● ●  ● ● 
 



 
 

表 3实践课程地图 

 
学科认

知能力 
智能商务数

据分析能力 
大数据管理与分析软

件系统的应用能力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系

统的分析与设计能力 
独立思辨与

创新能力 

军事技能     ● 

思政社会实践     ● 

前沿专题（大数据管

理与应用） ●  ● ● ● 

大数据管理项目实训 ● ●    

见习实习 ● ●  ●  

专业实习  ●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论文   ● ● ● 

 

 
图 1理论课程关系图 



 
 

 

图 2实践课程关系图 

8.6 教学计划内容（含主要专业实验） 
（1）教学计划总体安排表： 

学
年 

学
期 

教学进度安排（周） 
理
论
教
学 

考
试 

入
学
教
育 

军
训 

思
政
课
社
会
实
践 

金
工
实
习 

电
工
实
习 

见
习
实
习 

专
业
实
习 

毕
业
实
习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分
配 

机
动 

假
期 

大
作
业 

小
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A B C D F G H I K L M N O P R   

一 1 O C D D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     14 1 1 2            19 
2 A E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O B     16 1   2           19 

二 
3 A A A A A A A I G A A A A A A A A A B     15 1    1  1        19 
4 A A A A A A A A A H A A A A A A A O B     16.5 1     0.5         19 

三 5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O O B     16 1              19 
6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O O B     16 1              19 

四 
7 A A A A A A A A A O B K K K K K O O O     8 1       5       19 
8 L L L O O M M M M M M M M M M O O N N              3 10 4    19 

合计（周） 102 7 1 2 2  1 0.5 1 5 3 10 4    152 

(3)专业课程教学计划表 

（2）各类课程学分登记表 

 

课程平台 

必修 选修 

理论学分 实践学分 

总学分中

该类学分

占比 
学分 

学时

（周） 
学分 学时（周） 

通识教育 43 688 6 96 43 0 31% 
学科专业

教育 

学科基础 13 208 0 0 13 0 8% 
专业教育 38 608 30 480 42 26 43% 

实践教育 

基础实践 4 64 0 0 0 4 3% 
专业实践 24 352 0 0 0 24 15% 
个人拓展 2 32 2 32 0 2 3% 

合计 124 1952 38 608 100 56  
毕业生最低学分要求 160 

 

课程平台 课程名称 课程

 

学

 

总

 

其中 开课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
必
修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必修 2 32 

  思政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必修 3 48 

  
思政 

  
3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必修 4 64 
  思政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48 
  思政 

   
3     

形势与政策（一） 必修 0.50 8 
  

思政 0.5        
形势与政策（二） 必修 0.25 4 

  
思政 

 
0.3       

形势与政策（三） 必修 0.25 4 
  

思政 
  

0.3      
形势与政策（四） 必修 0.25 4 

  
思政 

   
0.3     

形势与政策（五） 必修 0.25 4 
  思政 

    
0.3    

形势与政策（六） 必修 0.25 4 
  思政 

     
0.3   

形势与政策（七） 必修 0.25 4 
  

思政 
      

0.3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1 16 

  
管理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必修 1 16 

  管理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必修 1.5 24 

  
管理 

 
1.5       

大学英语（一） 必修 3.5 56 
  外语 3.5        

大学英语（二） 必修 4.5 72 
  外语 

 
4.5       

大学英语（三）—

—英语口语 
必修 2 32 

  
外语 

   
2     

大学英语（三）—

—英语写作 
必修 2 32 

  
外语 

   
2     

大学日语（一） 必修 3.5 56 
  

外语 3.5        
大学日语（二） 必修 4.5 72 

  外语 
 

4.5       
大学日语（三） 必修 4 64 

  外语 
   

4     
大学法语（一） 必修 3.5 56 

  
外语 3.5        

大学法语（二） 必修 4.5 72 
  

外语 
 

4.5       
大学法语（三） 必修 4 64 

  
外语 

   
4     

大学西班牙语

（一） 
必修 3.5 56 

  外语 3.5        
大学西班牙语

（二） 
必修 4.5 72 

  
外语 

 
4.5       

大学西班牙语

（三） 
必修 4 64 

  
外语 

   
4     

体育（一） 必修 1 32   
体育 1        

体育（二） 必修 1 32   体育 
 

1       
体育（三） 必修 1 32   体育 

  
1      

体育（四） 必修 1 32   
体育 

   
1     

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创新

创业    
2     

  35.5 
    8 11 4.3 10 0.3 0.3 1.3 

 

计算机应用基础 A 必修 1.5 24   
计算

机  
1.5       

高等数学 必修 6 96   
计算

机 
3 3 

      

 
43 

    
11 16 4.3 10 0.3 0.3 1.3 

 
通
识
教
育
（
选

修
） 

人文社科类 

选
修 

2 32         
2   

自然科技类 2 32       
2     

艺术鉴赏类 2 32      
2      

经济管理类 2 32            
 

6 
      

2 2 
 

2 
  

合计 49     
11 16 6.3 12 0.3 2.3 1.3  

学
科

教
育 

学
科

基
础课 

管理学原理 
必修 

3 48 48  管理 3        
经济学原理 4 64 64  管理 

  
4      



 
 

经济法 3 48 48  管理 
   

3     
会计学 3 48 48  管理 

    
3    

  
13     

3  4 3 3    

专
业
教
育 

专
业
核
心
课 

★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导论 

必
修 

2 32 32  管理 2        
计算机程序设计 3 48 24 24 管理 3        
Web 前端开发技术 3 48 24 24 管理 

  
3      

★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 
3 48 32 16 管理 

 
3       

市场调研与预测 3 48 32 16 管理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管理 

 
3       

★信息系统的开发

与设计 
3 48 32 16 管理 

    
3    

★电子商务数据分

析 
3 48 32 16 管理 

  
3      

国际贸易 3 48 32 16 管理 
    

3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2 32 32  管理 

     
2   

互联网金融 2 32 32  管理 
     

2   
商务智能 3 48 32 16 管理 

    
3    

运筹学 3 48 48  管理 
   

3     
科学研究方法与论

文写作 
2 32 32  管理 

      
2  

小计 38     
5 6 6 3 9 7 2  

大
数
据
管
理
与
应
用
专
业
选
修
课 

大数据导论 

选
修 

3 48 32 16 管理 
    

3    
大数据营销 3 48 32 16 管理 

    
3    

营销学原理 3 48 48  管理 
  

3      
消费者行为学 3 48 48  管理 

  
3      

商务数据分析工具 3 48 24 24 管理 
    

3    
商务数据可视化 3 48 24 24 管理 

    
3    

网络爬虫技术 3 48 24 24 管理 
   

3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专业英语 
2 32 32  管理 

      
2  

IT 项目管理 3 48 32 16 管理 
     

3   
数据资产评估与交

易 
3 48 48  管理 

     
3   

大数据治理与安全 3 48 48  管理 
    

3    
数据服务框架 3 48 48  管理 

    
3    

云计算 3 48 24 24 管理 
     

3   
物联网 3 48 24 24 管理 

      
3  

IT 基础设施管理 3 48 32 16 管理 
     

3   
高级程序设计 3 48 24 24 管理 

     
3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

习 
3 48 24 24 管理 

      
3  

大数据挖掘方法 3 48 24 24 管理 
      

3  
前沿专题（大数据

管理与应用） 
3 48 24 24 管理 

      
2  

小计 30 
      

3 3 9 9 8 
 

 合计 70 
    5 6 9 6 18 16 10 

 

实
践
教
育
课
程 

基
础
实

践 

思政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32 管理 

  2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2 
  

32 管理 2 
       

专
业
实
践 

大数据管理项目实

训 
选修 3 48 

 
48 管理 

     
3 

  
大数据管理综合实

训 
选修 2 32            

见习实习 必修 1 
  16 管理 

  1 
     

专业实习 必修 5 
  

80 管理 
      

5 
 

毕业实习 必修 3 
  48 管理 

       3 

毕业论文 必修 10 
   

管理 
       

10 



 
 

 
 
 

 

 

 

 

 

个
人
拓
展

计
划 

创新实践学分 选修 2 
  

32 管理 
      

2 
 

小计 30 
    2 

 
3 

  3 7 13 

总合计 160 
    

21 22 22 21 21 21 18 13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与计算机学院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互为补充，各

有侧重。计算机学院更注重的是工程实现的可行性，开发一系列的分布式计算、数据挖掘

等方法，以求解决工程问题。管理学院的相关学科的建设，更注重从复杂的商业环境中的

业务问题出发去理解业务问题，并把这些问题转为可量化的管理问题。因此，管理学院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是依托管理学院的丰富商科资源而构建的新型方向。科学化与数量化的管

理模式与工具在商业环境中的应用是一大特色。 

本专业在基础理论培养方面结合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原有的运筹学，统计学等优势课

程，同时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后的统计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其次，整合商科

优势，培养学生更加注重对于现代管理，营销与金融等商业背景知识的学习。最后，利用

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于商业实战问题的解决。与传统的数据分析相比，更注重从大数据商

业模式构建，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资产化，数据隐私保护等更加宏观的方面培养学生数据

治理公司的思维。 

专业设置前沿，迎合经济发展需求，培养计划有前瞻性，目标明确，课程逻辑清晰，

学时和授课方式设置科学，教师专长与课程匹配，师资力量结构合理，教学设施基础雄

厚，实践资源丰富，很好地满足教学需求。 

经专家组投票表决，同意其申报该专业。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10.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