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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金融类专业必修课程体系中,货币金融学作为基础理论内容,既能让学生汲取和掌握货币银
行等理论知识,又能促进后续金融课程的学习,高效对接金融类专业学生必备的金融业务技能。本文基于
互联网背景,围绕应用型本科,探讨投资银行学课程教学改革途径,满足互联网金融行业人才多元化培养
需求,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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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inance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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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mpulsory course system of finance majors, monetary finance, as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ntent,
can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absorb and master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money and banking, but als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follow-up financial courses and efficiently connect the necessary financial business skills
of finance majors. Based on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and around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ways of investment banking course, meets the diversified training needs of
talents in the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and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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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一般来说,互联网金融种类根据其

融下,一些新型货币的出现和使用,如以

建议及措施,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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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互联网金融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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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对应用型本
科投资银行课程提出新要求

财方式相应改变,期间也显现出监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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