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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简介
北京工商大学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大学，是建国后首批专门培养商业和轻工业高级人才

的高等学府。1999 年 6 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北京商学院合并，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

院并入组建而成。

经济学院是北京工商大学办学历史最久的学院，也是专业较多、规模较大的学院之一。其中经

济贸易系的前身是原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系，1960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81 年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

位授予权。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经济学院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在近 5 年开展的社会性全国高校排名中，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学科专业一直位居全国高校前

50 名。在教育部 2012 年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评估中，学院应用经济学学科位居第 30 位，统计学排名

第 45 位。

学科与专业
学院现有经济学、贸易经济、国际经

济与贸易、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

财政学、统计学等 8 个本科专业，拥有应

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统计学等 3 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和产业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统计学、金融学、保险学、国际贸易学、

财政学、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数量

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门

史（经济史）等 1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2010 年获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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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硕士、国际商务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税务硕士、保险硕

士和资产评估硕士等 6 个专业硕士点。其中，产业经济学为

北京市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截至

2016 年 4 月，学院共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502 人（其中留

学生 11 名）。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 2002 名。

师资队伍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 11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02 人。在专

任教师中，有教授 27 人，副教授 44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4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76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的 75%。很多教师具有在美国、英国、日本、爱尔兰、新加坡等国留学或讲学的教学科研经历。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北京市高层次人才 1 人，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 1 人，“新

世 纪 百 千 万 人 才 工 程 北 京 市 级 人

选”1 人，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 1 人，

北京市教学创新人才 1 人，北京市

优秀教师 3 人，北京市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

人。另外，学院还有国家级优秀教

学团队 1 个，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

2 个，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2 个，

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 1 人，北京市

师德先进个人 2 人，北京市中青年

骨干教师 14 人，北京市教育创新标

兵 3 人。多位中青年教师入选北京

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北京市学科带头人，成为商务部专家、农业部专家，获得北京市教委“人

才强教”项目等。多位教师在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机构担任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常务理事及多种学术期刊担任编委等社会职务。

学院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提升国际化水平。学院聘请十几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学

者为兼职教授，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教授和纳什教授以及国际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加拿大西

安大略大学迈克尔 • 帕金教授等。近年来，学院先后选派教师 50 余人次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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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意大利、爱尔兰、印度、泰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

术访问、交流、讲学或学习，以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

科研成果及研究中心建设
学院科研成果已开始由数量型增长向数量与质量并重逐步转变。近五年来，经济学院承担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5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科研课题纵向项目 100 余

项，科研到账经费达两千余万元。近五年来，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

济学（季刊）》、《世界经济》、《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中国农村经济》、

《农业经济问题》、《统计研究》等重点学术期刊和国际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800 余篇。

学院设有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证券期货研究所、保险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应用统计研究中心、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区域金融工程研究中心、财税研究中心、企业营商环境

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学院的重要科研基地。经济学院 2008 年成为

“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单位，2009 年又分别成为全国财经高校财政教学研究会、全国财政教学

研究会、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理事单位以及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的会员单位。2009 年 7 月，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归口经济学院管理，在 2012 年的验收中获得优秀。2011

年 12 月，首届全国区域金融论坛由学院金融系发起成立，并成功承办了论坛首次学术会议，该论

坛至今在各地已连续举办 5 届。

学生培养和就业
学院长期重视复合型人才

培养，每年一度的北京工商大

学经济学院“犇腾杯”学术创

新奖励基金评奖和经济学院“立

丰市场调查研究奖励基金”优

秀论文评奖等活动的开展，对

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起到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学院以结

纳四海、贯通中西为愿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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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近年来，多次由学校选派硕士生到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英国牛津大学等知

名高校考察学习。学院

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及学

科带头人等在行业的影

响力，利用各种教学、

科研、交流等机会，并

通过校外导师聘用制度，

加强同用人单位的联系，

积极推荐毕业生。经过

多年努力，在人才培养

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所培养的研究生在社会

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在

国家机关、各大公司、各类银行、保险机构、中外合资企业均有出色表现，就业情况十分看好。

学科目录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批准时间 专业硕士 批准时间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2001 年 资产评估 2010 年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1981 年

国际贸易学 2002 年 国际商务硕士 2010 年

金融学 2002 年 金融硕士 2010 年

保险学 2002 年 保险硕士 2010 年

财政学 2002 年 税务硕士 2010 年

数量经济学 1996 年

统计学 统计学 2005 年 应用统计硕士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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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硕士专业介绍

产业经济学
专业介绍：

产业经济学前身是北京商学院的贸易经济学，至今有 50 余年的历史。1979 年开始招收商业经济学硕士

研究生，是全国第一批硕

士 点，1997 年 更 名 为 产

业经济学硕士点，该学科

1997 年成为原商业部重点

学 科，2003 年 至 今 是 北

京市重点学科（经济学院

最早，且唯一的北京市重

点学科）。以产业经济学

为依托的贸易经济专业现

为北京市市级特色专业（经

济学院两个特色专业之一，

另一个为金融专业）、北

京市高等学校市级校外人

才培养基地（经济学院唯

一的北京市级基地）。

本专业目前共有 13 位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

日本北海道大学等一流大学。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4人，讲师3人；11人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海归博士1名），

6 人是博士后。目前，本专业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合理，超过 90% 的专任教师拥有高级职称。

该学科毕业生每年就业率达 100%，多次蝉联经济学院就业第一，就业单位有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国家粮食局等部委；国务院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高校、研究所等研究和教学单位、中粮集团、中国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首创集团、赛迪集团、物美集团、居然之家、全聚德集团等大型企业。

研究方向：

流通产业研究；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政策；期货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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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
专业介绍：

财政学是应用经济学科的重要分支。本专业立足财政税收的社会分配与再分配理论及实践研究，本学科点

研究方向是财政理论与政策，优势在于财政

税收活动对要素资源的空间与产业配置的

经济影响、对不同群体收入分配的影响等，

包括区域财税问题、产业财税问题、收入

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

基本财税理论、财税制度和政策，掌握财

税管理技术和方法；追踪财政理论前沿，研

究财税制度变迁、管理运行、操作技术对

社会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的内在作用规律，

及其对宏观、中观、微观经济活动的影响。

使学生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能够胜任财税行政、涉税财务、国有资本运营等管理与分析岗位工作。

财政学专业现有教师 8 人，全部拥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 7 人。同

时聘请财政部科研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的知名学者以及财政部门长期从事财政实务工作

的专家担任本学科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

授（导师）。师资队伍的职称、学历、年

龄结构合理，优势明显。

本学科依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系、财政学学科建设团队和财政税

收研究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活动。财政系是“中国财政学会”、“中

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和“中国区域

经济学会”的理事单位，频繁参与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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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财政学科学术交流活动，与全国大部分高校的财政学专业和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近三年，

本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3 项、教育部基金 3 项、北京市社科基金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70 多篇。

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有：财政税务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国家机关、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社会

中介机构等。近三年，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就业率达 100%，其中 98% 在北京就业，就业单位包括财政部、

北京财政局、北京国税局、地税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财税咨询机构、大型国企和

外企等。

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金融学
专业介绍：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是北京市专业品牌建设项目，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和国家特色专业建

设 项 目，2010 年 金 融 系 被

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2012 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

一等奖，2013 年金融学专业

获批为教育部金融学本科教

学改革试点专业，在社会上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金融系

拥有一支高学历和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教师人数 22 人，

其中教授 7 人，博士 18 名，

博士后 6 名，获得海外博士

学位者 5 名。金融系聘请国

内著名专家、学者及金融部

门的业内人士为硕士生导师。强大的师资力量、科学的课程设置、引人瞩目的就业前景、开放的生源构

成是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项目的特色。

金融学科依据金融专业教师的研究优势逐步确立了投资管理、公司金融和金融产业组织管理研究三

个研究方向。通过内联外聘，全面整合现有的师资队伍，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研究团队。团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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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职称、学历、年龄结构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团队的学科跨度、学术水平、研究方向与布局趋于完善。

此外，还聘请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等长期从事金融实践工作的专家担任本

学科的兼职教授和实践导师，与校内教师组合，形成优势互补，整体提升本学科的研究能力。近年来，

在国内多种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 30 多本，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

基金、教育部等课题 40 多项，并且在金融产业组织管理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该领域已形成我们

自己的学科研究特色，一套系列专著正在陆续出版。

从金融学术研究生招生以来，生源状况良好，招生规模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已经成为我校招生

分数最高的专业之一。各年毕业生就业状况良好，95% 获得留京就业机会，其中 20% 考取了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学生毕业后，主要在各类银行、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会计事务所等从事有关投资管理、会计财务等工作，也有在行

政事业单位、教学及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还有在政府部门或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

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各大银行、各大国家部委机关和各大财务公司，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平安保

险公司等。每年通过毕业生就业，使我校金融学专业在社会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方向：

金融产业组织管理；投资管理；公司金融

保险学
专业介绍：

北京工商大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第一批设立保险专业的学

校，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自

1998 年开始招收金融学保险方向

硕士研究生，2011 年开始招收保

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自 2014 年

起，保险专业开始独立招收保险学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二级学科点），旨在培养既具备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所需的研究能力，又具

有独立从事科研、教学或在银行、保险机构独立从事经营管理工作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

目前，保险学专业共有专职教师 13 名，其中，教授 1 名，副教授 6 名，讲师 6 名；硕士研究生

导师 12 名；10 位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学科负责人、系主任王绪瑾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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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学 校 经 济 学 类 学 科

教 学 指 导 委 员 会 委 员

（2006-2010）、 教

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2013-2017）、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

委员、中国保险学会常

务理事、亚太地区风险

与保险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保险学会副会长、

美 国 Management 

Studies 审稿人。同时，专业还聘任了 18 位来自保险监管机构、大型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为兼职教授。

保险专业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包括：国家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北京市高等学校

精品课程、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教育部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等。专业教师先后在《管理研究》

（美国）、《国际保险与精算杂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杂志》（泰国）、《经

济学动态》、《金融研究》、《保险研究》等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310 余篇；受邀多次出席国际学术

会议并演讲；参与了《保险法》修订和司法解释的专家论证；参与或负责过我国保险业三个发展规划重

大课题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北京市哲学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及中国保监会等省部级重大重点保险方向课题 28 项；独著和参著的保险教材和著作达 50 多部，

获奖 6 项。

在人才培养方面，保险研究生在《金融研究》、《保险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 300 多篇，52 篇获

国内各项学术论文奖，在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平安精英大学生励志计划论文奖”保险类论文

获奖数量排名全国第二。从 98 级保险研究生毕业以来，学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 100%。毕业生就业方向

包括：中国保监会、北京保监局、各大型保险公司或银行总部，或考取北京大学、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保险市场研究；保险精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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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专业介绍：

北京工商大学国际贸易学专业 2003 年经国家批准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点，2004 年开始招收国

际贸易学专业硕士

生，目前有两个研究

方向：国际贸易理论

与政策、国际货物贸

易。

本 硕 士 点 注 重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务前沿问题的研究，

倡导理论与实际相

结 合 的 学 风。 近 年

来，本硕士点取得了

丰硕的学术成果。主持及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教材和专著约 20 部，在《财贸经济》、《国

际贸易问题》、《世界政治与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多篇。科研成果获得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 2 项，商务部奖项 1 项。教师队伍还广泛参与学术交流等活动，多名教师曾赴

美国访学、考察访问，到英国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培训及访问交流，赴爱尔兰考克大学访学交流等。

本硕士点自 2003 年以来，已招收硕士生 109 人，毕业生就业较好，主要流向是涉外企业、政

府部门及攻读博士研究生，历年就业率 100%。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实务；国际货物贸易

统计学
专业介绍：

统计系是隶属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至今已经有 20 多年培养经验，该专业有教授 2 人，

副教授 4 人，讲师 1 人，具有博士学位 6 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级、省部级以及校级重点课题 20

多项，出版专著 10 多部，出版教材 1 部。在《财贸经济》、《系统工程》、《China Economic 

Review》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在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专业致力于培养统计方法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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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综合运用，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创新

和团队精神。了解统计学、经济学国内外发展

动态，具备持续学习、修读博士学位所需的知

识背景。该专业主要对商品价格波动、资产价

格波动、商业周期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定量

分析与模型处理，给出我国价格运行、商业周

期等内容的准确度量和预测，对国民经济运行

过程及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并对模型

计算出的结果给出综合型评价，以模型结果为

依据，为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提出决策上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研究方向：

商业量化研究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数量经济学
专业介绍：

该专业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1 人，具有博士学位 5 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级、省部级

以及校级重点课题 20 多项，出版专著 10 多部，出版教材 2 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

计研究》、《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等重要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以大数据为背景，数量经济学致力于培养独立从事数量经济学等各专业领域不

同岗位实际工作的能力，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创新和创业精神。该方向以计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量化研究现代金融理论、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相互作用机制、金融市场风险机制和价格机制等；课题

《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荣获北京市第九届优秀统计科研成果三等奖，《国家竞争力

统计模型及应用研究》获 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专著一等奖。

研究方向：

金融投资计量分析 

西方经济学
专业介绍：

我校西方经济学 2001 年获得硕士点授予权，2003 年开始招生。在时任经济系主任著名经济学

家梁小民教授带领下，该学科较早地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国内，为我国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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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该学科已经累计招收研究生 80 余人，其中在校生 26 人，已获得

经济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55 人，12 人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研究生。

本硕士点现有指导教师 11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7 人，8 人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学科团队教学

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团

队教师在《经济研究》、《金

融研究》、《经济学动态》

等刊物发表论文 300 多

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40

余部，参著、译著 20 余部，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

级和企业委托课题 50 余

项，成果获奖 6 项。

本 硕 士 点 注 重 加 强

对外交流。曾成功承办了

“2008 年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第 15 次学术会议”；“2009 年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迎春学术研讨

会”；“2009 年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八次年会”等国际国内的学术研讨会；多次邀请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40 多所高校著名专家、学者、博士生导师对当今经济热点问题展

开讨论。经济系积极开展对外学术

交流，不断加强和国际之间的合作。

积极参加国内国际重要的学术活动，

和英国、美国建立了长期的学术研

究和师生交流的合作关系，每年还

定期聘请外籍教授为经济专业的学

生上课，受到广泛好评。

研究方向：

价格理论与企业价格行为；经

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企业理论与企

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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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硕士专业介绍

金融硕士专业
专业介绍：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是北京市专业

品牌建设项目，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和国家特色

专业建设项目，2010 年金融系被评为北京市优

秀教学团队，2012 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

奖，2013 年金融学专业获批为教育部金融学本

科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金融系拥有一支高学历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教师人数 22 人，其中教授 7 人，博士 18 名，

博士后 6 名，获得海外博士学位者 5 名。金融系

聘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及金融部门的业内人士为硕士生导师。强大的师资力量、科学的课程设置、引人

瞩目的就业前景、开放的生源构成是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项目的特色。

2011 年，金融硕士首次招收 13 人，

2012 年招收 20 名，2013 年招收 27 人，

2014 年招收 49 人，2015 年招收 33 人，

2016 年 招 收 33 人。2013 届、2014 届

及 2015 届金融硕士顺利毕业，就业率达

100%。金融硕士专业的学生约有 70% 以

上的毕业生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北京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相关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60% 以上的金融硕士在京就业。就业

率和就业层次的双高充分说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培养的金融硕士适应金融市场的用人需求。

研究方向：

资本市场；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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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硕士专业
专业介绍：

北京工商大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第一批设立保险专业的学校，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自 1998 年开始招收金融学保险方向硕士研究生，2011 年开始招收保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

同时招收保险学术型硕士和保险专

业硕士。保险专业硕士学位旨在培养

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基础和保险业务知

识，能够从事风险管理、保险实务和

保险监管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保

险专门人才。

目前，保险学专业共有专职教师

13 名，其中，教授 1 名，副教授 6

名，讲师 6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12

名；10 位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学科

负责人、系主任王绪瑾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2006-2010）、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2017）、国家减

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亚太地区风险与保险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保险学

会副会长、《保险研究》编委，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北京保险研究院、中国太保、中安

联合投资集团等四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导师。同时，专业还聘任了 18 位来自保险监管机构、大型

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为兼职

教授。

保险专业取得了较为丰硕

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包括：

国家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北京市

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北京市高等

教育精品教材、教育部国家级

“十一五”规划教材等。专业教

师先后在《中国商业评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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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保险与精算杂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杂志》（泰国）、《经

济学动态》、《金融研究》、《保险研究》等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310 余篇；受邀多次出席国

际保险学术会议并演讲；参与了《保险法》修订和司法解释的专家论证；参与或负责过我国保险

业四个发展规划重大课题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北京市哲学

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及中国保监会等省部级重大重点保险课题 33 项；独著和参著保

险教材和著作达 55 部，获奖 8 项。

在人才培养方面，专业与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等合作设立了 11 个校外实

习基地，为研究生提供充分的专业实习机会。从 2011 级保险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以来，学生就业

率一直稳定在 100%；其中 2015 年 12 位专硕中有 3 位分别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博士生。毕业生就业方向包括：中国保监会、北京保监局、各大型保

险公司或银行总部等。

研究方向：

保险市场研究；保险精算研究

税务硕士专业
专业介绍：

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的、能够适

应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高层次税

务专门人才。培养学生具备良好

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掌握税收基础理论、熟悉税收制

度和政策，熟练掌握现代税务实

用技术，能够从事税收征管与评

估、纳税服务与代理、税务分析

与筹划等专业工作，为政府职能

部门、企事业单位培养涉税管理与服务、涉税财务分析与处理的实用性、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税务专业现有教师 7 人，全部拥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3 人。同时聘请财政部科研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的知名学者以及财政部门

长期从事财政实务工作的专家担任本学科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导师）。师资队伍的职称、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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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合理，优势明显。

本学科依托北京工商大学经

济学院财政系、财政学学科建设团

队和财政税收研究中心，开展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财政系是“中

国财政学会” 、“中国高校税收

学教学研究会”和“中国高校财政

学教学研究会”的理事单位，频繁

参与或组织国内财政税收学科学术

交流活动，与全国大部分高校的财

政学、税务硕士专业和研究机构建

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近三年，本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3 项、教育部基金 3 项、北京市社科

基金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70 多篇。

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有：财政税务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国家机关、大型企业、金融机构、

社会中介机构等。近三年，税务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其中 98% 在北京就业，就业单

位包括财政部、北京财政局、北京国税局、地税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财税咨

询机构、大型国企和外企等。

研究方向：

税务管理理论与技术应用

应用统计硕士
专业介绍：

该专业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9 人，讲

师 2 人，具有博士学位 11 人，主持及参与

多项国家级、省部级以及校级重点课题 40

多项，出版专著 20 多部，出版教材 3 部。

在《财贸经济》、《系统工程》、《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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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Review》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应用统计以大数据为背景，培养学生在掌握统

计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熟练应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熟练掌握实现数据收集、整理、分析、

预测等统计方法的综合运用，着重培养学生在商业、金融领域的数据挖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为政府、

企业、市场咨询和研究机构等部门培养应用型人才。较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门外语，能够阅读和理解

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一定的对外交流能力。

研究方向：

金融投资分析

国际商务硕士
专业介绍：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简称 MIB。2010 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

北京工商大学正式成为全国首批国际商务

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国际商务硕士专业旨在

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胜任在涉外企

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

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具备良好的政

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通晓现代商务基础理论，具备完善的国际商务知识、国际商务分析与决

策能力，熟练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层次、

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商务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位点的师资力量强大，满足“双师型”师资队伍的要求。专职教师的博士学位师资比例

达到 50% 左右，具有留学、出国访学及出国短期培训经历的教师比例也达到 50% 以上，同时本专业

还聘请来自各类国际商务部门的高级人才作为兼职教师指导教学及实践。本专业良好的教学硬件设施

和国家级及北京市经济管理实验教育示范中心、以及与国内多家国际商务相关部门建立的学生实习基

地，可以充分保障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并重的要求。专业的课程设置结合课堂

教学与商务实践等手段，同时将实现与国际商务类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

研究方向：

不设具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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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硕士
专业介绍：

我校资产评估硕士

点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0 年审批的第一批资

产评估专业硕士点，现

有校外指导教师 9 人，

全部为高级职称，从事

多年资产评估工作，具

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校

内指导教师 12 人，其中

教授 5 人，副教授 5 人，

全部具有经济学博士学

位。学科团队教学素质

高、科研和实践能力强，在《经济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300 多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

级和企业委托课题 50 余项。本硕士点现有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等多个实践

基地，有工科实践中心和文科实践中心两个校内实验场地，完全满足现场教学、实践训练和毕业实

习等环节的要求。

本硕士点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学、会计学基础理论，掌握资产评估专业领域的基本理论和专业

知识，熟悉国际评估准则，了解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资产评估理论的新发展，拥有较

强的资产评估操作技能，具有对多变的商业环境的学习能力和国际化视野，在本专业毕业后有能力

取得资产估计师以及专项资产估计师等执业资格，并能独立从事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硕士就业前景广阔，可服务于各类所有制企业、政府部门以及具有一定财产的个人，在产权交

易、企业改制、司法实践、融资抵押、财产拍卖等活动中，迫切需要大量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专门人才，

就业领域涉及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大型国企、

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多类部门。

研究方向：

企业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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