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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经邦济世、励商弘文

愿   景：成为具有人文底蕴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流

经管学院

价值观：包容、多元、创新、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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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论经济学为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A 类学科

◎ QS 公布的 2017 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工

     商管理学科在内地高校排名第 10 位

◎ 获得 EQUIS 国际认证的商学院

◎ 获得 IMA 高等教育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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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 1979 年 9 月，1996 年 6 月组建

为经济学院，2004 年 3 月更名为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中国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的重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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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MBA（工商管

理硕士）和 MIB（国际商务硕士）,1 个全英文国际硕士项目，10 余个研究院、所、中心，校级实验教学

中心 1 个，与法国合建的 BNU-GATE 实验经济学等实验室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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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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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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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00 余名本科生赴海外交流学习。

 学生活动

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次获得“校园服饰大赛”一等奖、129 合唱比赛一等奖、“明月杯篮球赛”

冠军、“太阳杯足球赛”冠军、啦啦操大赛第一名、“风云杯辩论赛”一等奖等最高荣誉；每年选派本科

生参加“哈佛大学全美模拟联合国大会”、“ 两岸四地台湾师范大学孔子行脚”等活动；学生在“IMA 校

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中获得佳绩；

寒暑假组建社会实践团队到各省的企业、基层、高校、中小学等机构进行调研或支教，成果多次荣获“首

都高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和“首都高校社会实践优秀成果”等荣誉；连续举办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北

京师范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会”、“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和“IMA 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

第十一届北京师范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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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队伍

学院拥有国际化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77 人，其中教授 33 人，副教授 28 人。获博士

学位的 73 人，其中 22 人获境外高水平大学博士学位，90％的教师具有半年以上海外交流学习经历。

目前学院有 2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名“长江学者”青年学者，1 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 名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1 名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8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4 名

北京市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学院还聘任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 

Heckman、Christopher A. Pissarides、Amartya Sen 在内的 30 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作为兼职教授

或荣誉教授。

 科学研究

学院拥有实力雄厚的创新研究团队，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十二五”期间，学院教师共

承担了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15 项，有 40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奖项，并有 3 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和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入选中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名单。学院教师积极参与国家大

政方针的制定，促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地方和企业发展服务，对中国的就业、收入分配、贫困、教育、金

融、贸易、公司治理等领域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国际交流

学院是获得 EQUIS 国际认证的全球精英商学院，跻身全球 1% 领先商学院行列，拥有高水准、全方

位的国际化教学和科研网络。目前，学院正在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莫纳什大学、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等论

证 4+1、3+2 本硕学位合作项目，每年派出近 200 名学生前往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哥

伦比亚大学等进行长、短期交换和游学，每年接收来自欧美亚非近 30 个国家数十位留学生攻读学位和短

期交换。此外，学院担任金砖国家网络大学经济小组中方召集人，每年暑期主办国际暑期学校，与美国、

法国、匈牙利、德国、澳大利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一年一度联办国际论坛，每年接收数十位国际知名学

者前来授课和举办讲座，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以及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Richard 

Freeman、Thomas Piketty 等。

优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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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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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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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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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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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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专业
（实验班）

金融学专业

会计学专业

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

（瀚德实验班）

工商管理专业
   （国际商务
  管理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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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本科生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



BNU
BUSINESS 
SCHOOL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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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近两年毕业生去向统计

毕业生去向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科学院等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开大学
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科学院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杜克大学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伯明翰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国家安全部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青旅股份控股有限公司等

国内深造学校
国内深造人数  

67人

国内深造学校
国内深造人数  

82人

国外留学学校
出国留学  37人

国外留学学校
出国留学  57人

中国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等

主要就业单位

主要就业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韩国首尔大学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法国里昂商学院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

夏亦男 2017 届毕业生，本科期间成绩优秀，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大学生，获

 国家奖学金、竞赛一等奖学金，现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苏小湄 2017 届毕业生，本科期间成绩优秀，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获专业一等奖学金和竞

 赛一等奖学金，现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姚增科  1983 届毕业生，现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蒋建宁 1984 届毕业生，曾任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现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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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variateAnalysis 等国际权威刊物。

优秀学子

杰出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