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国首批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 QS 公布的 2016 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经济学

与计量经济学”在内地高校排名第 8 位。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咨询电话  010-58806890
网址  http://bs.bnu.edu.cn

以“经邦济世，励商弘文”为使命，

具有人文底蕴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流

经管学院为愿景， “拓宽基础，加

强融合、尊重个性、追求卓越”为

人才培养理念，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与科

学素养、宽厚的专业基础、开阔的

国际视野和勇于实践的高素质创新

创业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

◆院系概况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是北京

师 范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系， 经 过 近

四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类

和管理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

基地。现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 个北京市

重点学科，1 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基地，1 个教育部特色专业

建设点并被批准为教育部经济学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 个国家

级特色专业和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

点；拥有 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3 个硕士学位

授权点，1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MBA（工商管理硕士）,1 个全英文

国际硕士项目。

◆优势特色

师资队伍

拥有国际化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现

有 专 任 教 师 76 人， 其 中 教 授 30

人， 副 教 授 27 人 和 数 名 来 自 美

国、德国等国家的外籍兼职教师，

30% 的教师具有国外博士学位。有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长江学者

青年学者 1 人，国家百千万工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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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 1 人，教育部跨 / 新世纪优秀人

才 9 人。聘任兼职教授有著名经济

学家吴敬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 James Heckman、知名经济学

家 John Whalley、世界银行前副行

长 Fransois Bourguignon 等 数 十

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企业家。

科学研究

拥有实力雄厚的创新研究团队。近

五 年 来， 承 担 了 4 项 国 家 社 会 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8 项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1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1 项教育部重大

攻关项目，100 余项国家级、省部

级及其他研究项目，年均研究经费

1000 余万元。40 多项研究成果获

得 “孙冶方经济学奖”、“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和“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各级奖励。

国际交流

注重提升国际对话能力，先后与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

葡萄牙等国家的 30 多所学术研究机

构和著名高校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通过派出教师参加国际会议，交流

互访、合作研究、合作办学和引进

海外人才等方式，加强国际交流，

每年接待国际到访学者和学生 200

余名。

人才培养

学院是教育部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

务，坚持“国际视野、理论素养、

本土实践、人文底蕴”的育人理念。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的科研实践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全面实行“励弘计

划”—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在导师

的全程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鼓励

学生参与学校本科生科研基金项目、

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

计划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计划项目和社会调研活动，平均每

学年承担各级项目 30 余项，近五年

学院本科生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00 余项。

学院与国外著名大学和企业建立广

泛的学生交换和实习合作，如为在

校本科生提供赴国外大学学习和赴

美参加全美模拟联合国大赛，以及

到迪斯尼公司、华盛顿实习中心等

境外机构和企业开展专业实习的机

会，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2015 年

40 余名本科毕业生赴海外留学深

造。

◆专业介绍
学院设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 5 个本

科专业。

经济学专业（实验班）

为教育部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建设点，实行厚基础、高素质、

学术研究取向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

方法教育，旨在培养具有较强研究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经济学专

业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统计学、现代数学方法（动态优化）、

经济学说史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瀚德
实验班）

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在钟瀚德基金

会的支持下，2013 年组建国际经济

与贸易（瀚徳实验班），旨在培养

具有深厚人文底蕴、通晓国际规则，

精通外语，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卓

越实践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

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学、国际商务、

国际投资学、会计学等。

金融学专业

旨在培养熟悉中外金融制度、政策

和法规，能够在银行、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实际业务

工作，在企业从事融资和投资工作，

以及在政府部门和研究部门从事金

融管理和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

金融学、投资学、商业银行学、投

资银行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

金融工程学等。

本科生学术论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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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国际商务管
理实验班）

旨在培养拥有国际化视野，具备良

好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并且能够

从事学术研究或进入国际企业工作

的国际商务管理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管理学、国际管理、市场营销

学、跨文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公司治理、

创业管理等。

会计学专业

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

能够在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金

融证券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部门

从事实际会计工作或研究工作的高

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会计学、会计信息系统、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税法、审计学、财务分析、国际会

计等。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山大学等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科学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波士顿学院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伯明翰大学

国内深造学校
国内深造人数  56 人

国内深造学校
国内深造人数  64 人

国外留学学校
出国留学  29 人

国外留学学校
出国留学  43 人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家安全部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
浦东发展银行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永华会计师事务所
厦门市国家税务局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主要就业单位

主要就业单位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近两年毕业生去向统计

2014 年

2015 年

◆毕业生去向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日本东京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等

蒋建宁

1984届毕业生，现任中青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中华全国

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中国旅行社协会副会长。被授予

中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入选《中

国青年》杂志评选的“可能影响21世纪

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宛圆渊

2002届毕业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

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计量经济学、

动态合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有关论述

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etrics,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等国际权威刊物。

马帅

2009届毕业生，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会

计学博士，现为美国美利坚大学Kogod商

学院会计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财务会计和税务，在会计类顶尖学术期

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发

表学术论文。

张震

2014届毕业生，本科期间成绩优异表现

突出，现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工作。

殷戈

2015届毕业生，本科期间成绩优异，在

各方面全面发展，被评选“北京师范大学

十佳大学生”、“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现

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优秀学子

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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