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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专业特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的前身，国际企业管理系创建于 1982 年，创系伊始，就全面引进美国工商管理教育体系和思想，在此基础上，

为在全球视野下持续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和师资及管理水准，学院连续获得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英

国工商管理协会（AMBA）三大国际认证和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CAMEA），现已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 4 所同时囊括国内、国外针对商学

教育和 MBA 教育最权威认证评估的领先商学院。同时，学院还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中心首批（家）会计专业认证、中俄首家工商管理专业认证

和中俄首家财务管理专业认证等。2017年 12 月，学院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评估结果为 A,位列全国前 2%-5%。2019年 5月，

学院正式通过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会计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AAPEQ认证），成为 MPAcc教育质量认证 A级成员单位。 

学院一贯注重工商管理各学科的系统化综合运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外语与专业并重，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授课，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功

底扎实、具有国际战略眼光和决策应变能力、开拓创新意识和高超的实践能力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马里兰大学、西东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法国国际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等欧美著名大学和教育

机构以及摩托罗拉、西门子、普华永道、汇丰等著名跨国公司和中石化、中石油、中粮、中化、海尔、联想等国内著名企业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每年都有部分学生到海外著名高校进行交流学习，到著名企业进行实习。 

在国际著名赛事中，学生们都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譬如：国际商学院研究生代表队曾于 1997—2000 年连续四年蝉联全球企业管理挑

战赛（GMC）中国赛区第一名，4 次代表中国出赛，2000 年、2001 年蝉联 GMC 全球总决赛冠军。2004、2009 年两次年获得“欧莱雅商业在线

策略竞赛”（EStrat）全球总决赛冠军。2012 年、2014 年、2017 年荣获 Peak Time 尖峰时刻全球商业模拟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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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一）学术学位全日制研究生 

1．会计学专业： 培养思想品德好、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意识、掌握会计、财务和审计专业知识、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

惯例与规则、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复合型高级会计、财务和审计人才。 

2．企业管理专业（含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培养思想品德好、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意识、掌握企业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知

识和先进的专业知识、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惯例与规则的国际化、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复合型企业经营和管理人才。  

3．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培养思想品德好、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意识、掌握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先进的

专业知识、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惯例与规则的国际化、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复合型高层次经济管理决策人才。 

（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 工商管理硕士（MBA） 

国际 MBA 项目（英文）、MBA 项目（中文），致力于培养全球化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具体培养目标为： 

⚫ 具有全球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 

⚫ 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 具有掌握商科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卓越的软技能，具有多学科的整合能力 

⚫ 具有在动态商业环境中对现实企业进行诊断和咨询的能力 

⚫ 具有把握全局的战略能力、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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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项目，致力于培育全球化经济中的企业领袖。具体培养目标为： 

⚫ 精通国际规则引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 

⚫ 掌握工商管理的前沿理论和应用能力 

⚫ 具备动态商业环境中的战略决策能力 

⚫ 拥有全球资源整合和跨文化管理能力 

⚫ 具备面向全球市场的变革与创新能力 

⚫ 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企业家精神 

创新创业 MBA 实验班，致力于培养适应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拔尖创新创业人才。具体培养目标为： 

⚫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 具有广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 

⚫ 具有掌握商科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卓越的软技能 

⚫ 具有机会把握和资源整合能力 

⚫ 具有把握全局的战略能力、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 

⚫ 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智慧投资大数据 MBA 实验班，致力于培养能够服务于新产业新业态，服务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

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方面的务实型、复合型和应用型高层次管理人才。 

MBA 项目培养类别划分为： 

1. 国际 MBA 项目（英文），非全日制，学制两年，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不安排住宿。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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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BA 项目（中文），非全日制，学制两年，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不安排住宿。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3. EMBA 项目，非全日制，学制两年，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不安排住宿。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4. 创新创业 MBA 实验班，非全日制，学制两年，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周末集中授课），不安排住宿。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

向就业人员。 

5. 智慧投资大数据 MBA 实验班，非全日制，学制两年，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不安排住宿。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

员。在北京开展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在青岛开展主要实践活动、学位论文写作准备相关工作等。 

报考注意事项：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具体详见我校工商管理硕士招生简章）：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并有 5 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会计硕士（MPAcc）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MPAcc 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的高层次应用型会计人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MPAcc 项目的学生应该： 

⚫ 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国国情 

⚫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承担社会责任感 

⚫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 掌握现代会计理论与实务及相关领域知识和技能 

⚫ 具有对现有知识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质疑的能力 

⚫ 具有在现实的企业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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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MPAcc 项目培养类别为： 

MPAcc 项目，全日制，学制两年，脱产在校学习，考生须将人事档案转入我校，可转户口，安排住宿。 

报考注意事项： 

会计硕士招收条件同“2022 年硕士生招生简章”中所列的报考条件一致。 

3．审计硕士（MAu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MAud 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的高层次应用型审计人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MAud 项目的学生应该： 

⚫ 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国国情 

⚫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承担社会责任感 

⚫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 掌握现代审计理论与实务及相关领域知识和技能 

⚫ 具有对现有知识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质疑的能力 

⚫ 具有在现实的企业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具有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MAud 项目培养类别为： 

MAud 项目，非全日制，学制两年，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不安排住宿。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报考注意事项： 

审计硕士招收条件同“2022 年硕士生招生简章”中所列的报考条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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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03国际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01(全日制)国际会计 

02(全日制)财务管理 

03(全日制)审计 

 

35（含推免生 1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1 会计学综合 

 

831科目所含内容： 

专业英语、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120202 企业管理 

01(全日制)国际企业管理 

02(全日制)国际营销管理 

03(全日制)服务营销管理 

04(全日制)决策与评价 

05(全日制)运营管理 

06(全日制)人力资源管理 

07(全日制)中小企业管理 

 

25（含推免生 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 

④832工商管理综合 

 

832科目所含内容： 

专业英语、管理学、营销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微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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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01(全日制)创业投融资 

02(全日制)创新工程学 

03(全日制)数字科技与经济 

 

10（含推免生 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4 技术经济及管理综合 

 

834科目所含内容： 

专业英语、管理学、技术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MBA） 

01 （非全日制）国际 MBA项目（英文） 

02 （非全日制）MBA项目（中文） 

03 （非全日制）EMBA项目 

04 （非全日制）创新创业 MBA实验班 

05 （非全日制）智慧投资大数据 MBA实验班 

 

230（不接收推免生）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复试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MPAcc） 

00 (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95 

（含推免生 30）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复试内容：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会计专业知识 

025700 审计（专业学位）（MAud） 

00 (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60 

（不接收推免生）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复试内容：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审计专业知识 

注: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各专业招生人数均为拟招生人数（括号内为拟接收推免生人数），此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专业拟招生人数将根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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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社会需求、学科发展、生源状况、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接收推免生工作结束后，我校将公布各专业实际接收推免生人

数）等情况可能有所调整，请考生知悉。下列备注中书目仅供参考，命题教师将根据考生通常应该掌握的知识点酌情命题。 

四、备注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名称 出版社、出版年份 作者 

831 会计综合 

企业决策的基础（财务会计分册）（英文版原书 17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影印,2017年 (美)简 R. 威廉姆斯著 

财务报表分析(第五版)（立体化数字教材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张新民、钱爱民编著 

管理会计（第四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 7月 余恕莲 李相志 吴革 编著 

公司理财（第三版） 中信出版社,2016年 9月 蒋屏主编 

832 工商管理综合 

专业英语用书：Management(12td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18年 Stephen P·Robins 著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七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高鸿业主编 

管理学（第 13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斯蒂芬·P·罗宾斯等著 

营销管理 格致出版社 第 15版，2019年 10月 
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

恩·凯勒著，何佳讯等译 

人力资源管理赢得竞争优势（第 9版） 

 

或者是刘昕参编的英文版人力资源管理（英文版·第 9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雷蒙德.诺伊，约翰. 霍伦

贝克，巴里.咯哈特 

诺伊，霍伦贝克，格哈特，

赖特 著，刘昕 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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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名称 出版社、出版年份 作者 

833 技术经济及管理综合 

专业英语用书： 

Management(12td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18年 

 

Stephen P•Robins著 

管理学（第 13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斯蒂芬·P·罗宾斯等著 

技术经济学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 郎宏文，陈晓华，张佳洁 著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七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高鸿业主编 

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MBA、MPA、MPAcc 联考大纲》及教辅材料 机械工业出版社（最新版） 
全国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五、复试  

会计、审计复试大纲见附件，思想政治理论复试大纲将另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