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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

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

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2016年

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

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

、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参考《专业学位类别（领

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中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方

向）填写，填写数量由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

领域（方向）数量来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

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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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专业学位简介

I-1  专业学位简介

1、办学定位：本专业在“法商”特色领域通过14年的坚持，具备了法商交叉的学科优势；同时，通过将美国普
渡大学全球数字化开放创新项目（Global Open and Digital Innovation）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引进大数据开放
创新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知识模块，着力打造“融商”特色。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将与已有的本硕博和
MBA培养体系相互支撑，充分利用中国政法大学经管法融合的学科优势和正式聘任的商学院理事会的强大行业导
师资源，打造融合国际商务法律规则和谈判应用、跨国企业经营与创新领导等能力，面向中国开放型经济最紧迫
的人才需求、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战略定位的国际商务高端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输出国际规则意识强、对全球
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高度敏感、国际化视野开阔的实践、创新、复合型的跨国经营和国际商务谈判高级人才。
2、发展历程：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依托法学优势，运用本科专业自主设置权，设立教育部部属院校第一家国
际商务本科专业，并率先以国际经济与国际商法结合为专业特色，积极响应中国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商务人才的迫
切需求。世界经济2006年获博士学位授权，并于2008年获批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7年获批国家级“法商型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0年获批国际贸易硕士学位授权和MBA专业学位授权。本专业是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
作组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单位。
专任教师团队19人，博士学位占比100%，31%是青年教师，89%有海外经历，53%有行业经历，3人获新世纪人才称
号。近五年发表论文和著作218份、承担国家社科等项目67项，经费总额709万，3篇案例入选全国百篇案例库。
3、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本专业将利用“法商”优势和开拓“融商”特色，贡献经管法结合研究成果和智慧
，培养能发出中国声音，实现中国诉求，有国家责任感的国际商务高级人才，满足（1）中国全面市场及经济体
制改革，向贸易强国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需求，（2）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战略，尤其是为北京
更好地集聚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迫切人才需求。
4、人才培养及与行业或职业发展的衔接：已有11届770名本科毕业生，留学生26名；招收36名博士生、授予博士
学位15人；MBA共培养5届1119名毕业生。在校生发表论文20多篇，1人获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4人获国家奖学金
。本专业作为国际商务本科毕业生的重要出口，通过本硕一体培养体系及国际化合作平台，培养符合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金融集团、涉外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要求的国际商务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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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专业学位领域（方向）按照各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专业学位领域（方向）与特色（不分领域或方向的专业学位可不填）

专业学位领域
（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方向）、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国际商务环境与法律
规则研究

国际商务环境包括国际商务国别制度环境、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国际金融环境，研究基
础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法相关知识，重点在于运用各分支科学，从跨
学科视角综合分析和管理国际商务环境，在国际商务环境中进行决策。本方向依托于中国
政法大学已有的相关学位点，凸显“法商”特色学科优势，为中国国际化中亟需的法律规
则与国际商务制度环境相关问题研究贡献智慧。本方向的探索将为其它方向的研究奠定理
论基础。

国际商务谈判

中国当前巩固经济大国地位亟需善于利用国际经济规则、并游刃有余地展开协调磋商的商
务谈判人才。我校法科强校与本专业 “法商”特色办学理念切合这一时代要求。国际商
务团队在国际经济与法律、法商管理交叉地带的学科优势是高级国际商务谈判人才培养的
支撑；在国际商务模拟谈判、模拟法庭的教学实践为国际商务人才培养提供了经验；电子
集市智能代理技术的应用，将使得我校的国际商务谈判人才更适合互联网时代的市场需求
。

全球生产网络研究

全球生产网络是跨国公司以产品价值链为依据，在国际分工机制引导下，通过股权或非股
权的方式，由分散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多家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全球范围内多家企
业高度依存的网络型分工体系。本方向汇集我校法商管理、资本金融、供应链管理的学科
优势，从经管法、宏微观视角研究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作用，为构建中国企业主导
的全球生产网络贡献智慧，为培育行业领袖级跨国公司输送高级人才。

大数据与智能商务决
策

在日趋激烈全球竞争中，收集分析商业信息和数据、共享及应用知识在商务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并促使价值创造的实现。本方向依托于我校与美国普渡大学ODI项目大数据中心，以
及团队师资拥有的扎实的教学研究积累，聚焦于数字化经济的智能商务决策分析，以培养
全球化视野、开放式创新思维，并具有大数据处理能力的商务人才为特色。主要领域包括
：商务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跨国公司开放式创新与知识共享、商业决策系统、企业创新
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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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行业经历”是指在相关行业从事工作3个月以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行业经历”是指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及工

作经历，单次时长大于3个月。

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截至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

担任导师/博导人员。

 

 

注：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Ⅱ  师资队伍

Ⅱ-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行业经
历教师

正高级 12 0 1 4 3 4 0 0 12 0 8

副高级 4 0 2 1 1 0 0 0 4 0 2

中级 3 2 1 0 0 0 0 0 3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9 2 4 5 4 4 0 0 19 0 10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有海外经历教师人数（比例）

18人  （ 94.74％） 5人  （ 26.32％） 17人  （ 89.47％）

Ⅱ-2  行业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
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以上 博士学位教

师
硕士学位教

师

正高级 7 0 0 0 1 0 0 6 2 4

副高级 0 0 0 0 0 0 0 0 0 0

中 级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3 0 0 0 0 0 1 2 0 2

总 计 10 0 0 0 1 0 1 8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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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宏结 性
别 女 年龄

（岁） 53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北京市师德标兵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北京师范
大学、世界经济
专业、2009年

6月

招生领
域

(方向)

国际商务环境与法律
规则研究

所在院系 商学院国际商务
系

骨干教
师简介

从事高等教育31年，从1990年开始聚焦国际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获北京市师德标兵和首都劳动奖章称
号,获商务部第七届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研究二等奖。
研究领域为国际商务、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贸易政治经济学，特别专注于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
法交叉学科的研究；兼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
文社科纵向课题2项；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1部，在《国际贸易问题》、《财政研究》、《南方经济
》、《经济经纬》、《法学杂志》等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承担本科生《国际经济学》、《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硕士研究生《中级国际经济学》、《国际商务
管理》等多门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WTO框架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
（SSM）的设立及中国的立场选择

获商务部第七届中国贸易救济
与产业安全研究二等奖，《
2012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
论丛》，中国商务部出版社
，第66-75页，被引1次。

201301 第一作者

美国对华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
施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

COMPAS局部均衡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经纬》（CSSCI），第
49-55页，被引3次 2014-07 第一作者

中国对美实施“双反”措施的产业
救济效应研究——基于取向电工钢
“双反”案的COMPAS模型分析

《南方经济》（CSSCI），第
47-65页，被引1次 2014-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WTO框架下中国应对及运用贸易
救济措施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

研究

2012-06
-

2017-07
1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贸易救济措施重叠使用的政治
经济学分析

2011-09
-

2016-07
9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教育学重大
课题 -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9-201601 国际商务管理 36 硕士研究生

201601-201606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54 本科生

201601-201606 中级国际经济学 27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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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霍政欣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1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武汉大学
，法学专业
，2005年

招生领
域

(方向)
国际商务谈判 所在院系 国际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霍政欣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的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长期或短期访问学者，有律
师从业资格和经历，研究领域为法律适用，国际商务仲裁，在文物跨国追索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先
后出版中英文专著7部、译著3部；在国内外主流法学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80余篇；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国
家文物局等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并参与数项国际合作项目；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等多项教学科研。
在国际商务谈判、商务仲裁、模拟法庭指导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深受学生欢迎，获 “宝钢优秀
教师奖”、“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等重要表彰。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A Commentary 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t

of China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43:2 2013-09 独著

传承历史、映照未来——评《戴西
、莫里斯和考林斯论冲突法》第

14修订版

《比较法研究》(CSSCI)119-
126页,他引1次 2012-01 独著

1970年UNESCO公约研究：文本、实
施与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000册 2015-01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日本侵华期间劫掠中国文物的
返还问题研究

2016-01
-

2018-12
20

北京市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国际文化财产法：原理、视角
与体系

2014-01
-

2017-12
15

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基金 文化财产返还的多元化解决机
制

2013-01
-

2016-12
1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9-201601 当代冲突法案例评析（英语双
语） 54 本科

201509-201601 中国宪法和行政法（全英文） 54 外国留学研究生
必修课

201606-201607 中国宪法（全英文） 32 外国留学研究生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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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于淼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伦敦摄政大学客

座研究教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中国人民
大学，贸易经济
专业，1999年

7月

招生领
域

(方向)
全球生产网络研究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工商管

理系

骨干教
师简介

长期专注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兼任伦敦摄政大
学客座研究教授(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of Regent‘s University London)、全国考委经济
管理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考委经济管理类专业电子商务专家组成员、联想集团电子商务顾问
、《电子商务》杂志首席顾问等。获2014年北京市大学生创业设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等省部级奖。
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被SCI Q2区期刊收录3篇；学术专著5部；国家级教材7部；主持课题十余项。为
平安信托、联想集团、神华集团、二十二冶集团等多家横跨金融、电子、能源等行业的大型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广受好评。
常年讲授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等课程，获校级优秀中青年教师称号。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E-
commerce logistics service
quality with hesitant fuzzy

uncertain linguistic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 Q2区

），P4023-4029
2016-07 独著

Research on the Supplier
Selection Model of Closed-Loop
Logistics Systems with Hesitant

Fuzzy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 Q2区

），P3431-3437
2016-04 第一作者

管理学基础（第7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10 主编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自然基金 —— 欧盟新能源战略中的科技政策
体系研究（L1422009）

2014-04
-

2016-03
10

中国政法大学 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
A类

2016-01
-

2018-12
30

二十二冶集团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信息流程改造项目咨询
2012-07

-
2013-12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9-201601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54 本科

201509-201601 电子商务 54 本科

201509-201601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32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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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玲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2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中国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会工业工
程与管理研究会

常务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天津大学
、管理学、
2004年5月

招生领
域

(方向)

大数据与智能商务决
策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工商管
理系

骨干教
师简介

清华大学博士后，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长期聚焦于创新与创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及管理、组织变
革与决策领域的研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会工业工程与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创新方法研究会管理技术分会理事等。在IBM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Expert System with Application、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等国内外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与毅伟商学院合作出版新兴产业案例集。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9项（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单位的委托课题。讲授技术创新
与知识产权管理、管理经济学、创业管理等课程。荣获2012、2013和2015北京市创业设计竞赛优秀指
导教师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Fuzzy-QFD Approach Based
Decision Support Model for

Licensor Selectio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J], 2012,

39(1): 1484-1491. (SCI检索)
2012-02 第一作者

Patenting-promoting Policies
and Regional Utility Patent

Output: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Level Data.

PICMET‘15 (Portl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Portland,
Oregon, Aug, 2015:1100-

1106. (EI检索)

2015-08 独著

中国大陆专利许可冲突处理模式研
究——基于文化维度的分析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J]，2012,14(6):64-

70（CSSCI）
2012-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自然基金 —— 专利许可谈判行为与决策模型
研究（71272215）

2013-01
-

2016-12
52

国家自然基金 —— 多学科、跨文化视角下的组织
创新研究（71301070007）

2013-04
-

2013-10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资助项目 专利导航视角下的产业规划编
制方法研究

2014-08
-

2014-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9-201601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 36 硕士研究生

201509-201601 管理经济学 36 硕士研究生

201509-201601 创业管理 36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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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3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姓名 金仁淑 性
别 女 年龄

（岁） 53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吉林大学
，世界经济专业
，2000年12月

招生领
域

(方向)

国际商务环境与法律
规则研究

所在院系 商学院 国际商
务系

骨干教
师简介

于2003年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入选辽宁省新世纪中青年社会科学理论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计划，兼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日本经济制度变迁、日本对外投资战略、中日
经济关系、亚太经济合作等问题。在《哲学研究》、《世界经济》、《日本学刊》、《世界经济研究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国际贸易研究》全文
转载和EI检索。出版两部独著，多篇论文获省级优秀论文一、二等奖。主持完成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
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等其他省部级项目十多项。承担本科生《国际金融》、硕士研究生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金融学》、博士生《世界经济前沿研究》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及绩效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总印数
3000册 2012-04 独著

日本消费税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 《日本学刊》，（CSSCI）57-
74页，他引4次 2015-02 独著

大地震后外资对日本直接投资新特
点与积极效应

《现代日本经济》
，（CSSCI）43-50页，他引2次 2013-01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中国政法大学规划项目 纵向
亚太多重自贸区框架下中美日
对东盟FDID的竞争与效应研究

16ZFG79003

2016-06
-

2019-06
8

天津德融福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
托 横向

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及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研究

2014-10
-

2017-12
15

延吉市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
托 横向

人民币升值对图们江三角洲地
区未来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

2011-10
-

2014-10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9-201601 国际金融 54 本科生

201509-201601 金融学 36 硕士研究生

201603-201607 世界经济前沿问题研究 54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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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  代表性行业教师（限填10人，医学相关专业学位限填20人）

序
号 姓名 年龄

（岁）

培养领
域（方
向）

专业技
术职务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工作年
限（年
）

主要情况简介（教师基本情况、从业经历、代表
性行业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填200字）

1 孔丹 70

国际商
务环境
与法律
规则研
究

正高级
中信改革发
展研究基金
会理事长

35

长期就职于光大集团，中信集团等金融集团
。在光大集团期间于1988年创立了光大木材
工业（深圳）有限公司，1995年对光大信托
投资公司巨额亏空事件进行善后处理。任中
信集团董事长期间领导中信集团迅速发展
，并妥善处理了2008年的“中信泰富事件
”。2014年起领导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深入
开展专题研究。

2 宋志平 61

国际商
务环境
与法律
规则研
究

正高级

中国企业改
革与发展研
究会会长
，中国建材
集团董事长

38

拥有丰富国企改革经验，在中国建材集团期
间，对集团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使中国建材
集团实现了营业收入与资产总额从百亿元到
千亿元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港交所上市的全
球第二大建材企业。在国药集团期间，带领
集团先后完成了与其他四家央企的重组，新
集团成为中央企业的医药健康产业平台，并
且是成为中国医药行业中目前唯一进入世界
500强的企业。

3 王健林 63

大数据
与智能
商务决
策

正高级

全国政协常
委、大连万
达集团董事

长

31

2000年起带领万达集团连续8年实现营业收
入增长率超过30%，并使万达集团在
“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第六。
积极领导万达转型，通过一系列收购，使万
达成为一个横跨商业地产、高级酒店、连锁
百货、文化旅游 的多元化集团企业。荣获
“全国经济年度人物”，“全球百名思想家
，“福布斯亚洲年度商业人物”等许多奖项
。

4 卢志强 65 国际商
务谈判 无

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泛
海集团董事

长

45

创建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是中国内地资本控
制第一人。荣获“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奖章、“人民不会忘记”奖章、“中国光
彩事业”奖章、“山东省科技兴鲁”奖章等
多项荣誉称号。

5 张瑞敏 69

大数据
与智能
商务决
策

正高级
海尔集团董
事局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

33

将青岛电冰箱总厂从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发
展为今天营业收入达1887亿元的海尔集团。
在管理领域的不断创新，提出了从“日事日
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到每个人
都面向市场的“市场链”管理等一系列管理
理论，赢得全球管理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是首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

6 王波明 60 国际商
务谈判 正高级

财讯传媒集
团董事局主
席，《财经
》杂志总编

30

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
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筹备设立和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
）系统的建立。为早期证券市场的规范运行
做了大量的工作。参与创办了《证券市场周
刊》、《财经》等在证券界和经济界非常有
影响力的杂志以及和讯网。

7 张大中 69
全球供
应链管
理

无

大中电器有
限公司董事
长，国美电
器董事局主

席

33

创立大中电器有限公司，曾占据北京电器销
售50%的市场份额，并将经营范围扩展至全
国，成为全国性电器连锁商，获得“百强企
业”、“十佳私企”、“售后服务信得过单
位”及“市级先进单位”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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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2.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限填20人，其他专业限填10人。

8 姚峰 57

国际商
务环境
与法律
规则研
究

正高级

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副会
长，杭州市
委常委，副
市长（挂职

）

34

长期在财政部机关以及所属机构工作，历任
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处长，广东证监局副局长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副主任，会计部
巡视员兼副主任，上海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
专员，熟悉资本市场情况，有丰富的资本市
场从业经验和监管经验。

9 李桂年 64
全球供
应链管
理

正高级
上海浦江正
宜投资管理
公司总经理

28

2008年至2014年担任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自2013年9月担任摩比发展有限
公司（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00947）独立
非执行董事，自2014年5月至今担任北京科
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交所股
份代码：002350）独立董事

10 熊衍贵 48
全球供
应链管
理

正高级

江西民营企
业家协会会
长，江西普
天通腔股集
团董事长

19

创立下辖全资及控股公司12家，年营业收入
120亿元人民币的普天通控股集团。创建了
江西最大的IT卖场，最大的健身中心，最大
的影像数码连锁等江西省标杆企业并积极投
资矿业开发、商业地产和评购网络。经营的
企业多次被评为中国电子优秀市场、明星市
场、江西省诚信承诺先进单位、光彩之星单
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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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申请本专业学位博士点的须填写本专业学位硕士点基本情况。

3.“学位授予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招生

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GCT考试录取的在职攻

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限填5项）

学科专业名称
（授学位级别）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120205-国际商
务 学士 72 52 73 53 69 57 70 49 66 62

020105-世界经
济 博士 9 2 6 2 7 3 7 0 7 7

020105-世界经
济 硕士 7 8 5 5 5 6 3 9 4 4

020206-国际贸
易学 硕士 2 0 3 0 2 0 2 2 2 2

Ⅲ-2  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情况

国际商务本科专业2003年设立，是中国教育部属院校第一个以国际经济与国际商法相结合为专业特色的专业。截
至2016年培养了10届，近700多名毕业生。作为法商结合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他们升学和就业前景广阔，很多
直接就职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国内外金融机构。以2011-2015年的情况为例，在总计毕业的248人中，出国留
学52人，占比21%，另有2人就职涉外部门和外企。
2008年世界经济专业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国际贸易硕士点于2011年获得授权。经过十年发展，本专业团
队后发优势、交叉优势突出，在日本经济、贸易政治经济学、欧盟经济、国际金融、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积累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获得多个纵向课题。截至2016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两个专业分别毕业七届43名和两届4名硕
士，就业率为100%；博士点共培养博士生七届15名，涉及世界经济与全球性重大问题、国别经济、国际金融与投
资、中国涉外经济、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和跨国经营战略等论题。
在留学生(包括港澳台)培养方面,截至2016届，国际商务本科专业共计毕业26名，国贸和世经共招收和培养4名
，其中3名硕士和1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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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课程类型”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Ⅲ-3  目前开设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特色课程（限填5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课程特色简介（介绍本课程师资配置、授课方式、特色亮

点及授课效果等情况，限100字）

1 国际商务管理 专业选修课 宏结

主讲教师拥有为大型国企中高层培训国际商务管理
的丰富授课经验。课程围绕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实
，结合国际商务相关理论，聚焦企业国际化战略的
选择和实施，提升学生对国际商务基本理论和分析
方法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2 国际商务谈判 专业选修课 张淑静

课程由张淑静教授负责，教学结合讲授和实践。课
程特色是融多学科知识于一体，传授实用和可操作
的谈判策略。课程帮助学生理解了不同谈判阶段的
策略与技巧，改进了谈判技能，并且提高独立思考
和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企业海外投资法律
风险及防范 专业选修课 祁欢

课程针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法律风险，系统讲
解国际投资法原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框架、典型
国家外国投资法以及争端解决和投资仲裁案例，以
培养熟悉中外投资立法特别是国际投资规则的实务
型人才为目标。

4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
销 专业选修课 于淼

课程由于淼教授负责，以讲授与小组分析方式，传
授分析电商实务问题能力和解决技能。课程特色是
以前瞻视角阐释互联网电商前沿理念、方法和技术
。课程使学生迅速跟进电商的最新动态，掌握新锐
知识，提高自身实战能力。

5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专业选修课 金仁淑，胡明

课程由金仁淑教授和胡明副教授负责，融合教师讲
授和学生汇报。课程特色为培养学生发现国际金融
理论和热点问题，并利用科学方法深入分析的能力
。课程夯实了学社从事专业科研或跨国经营类型职
业的复合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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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Ⅲ-4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限填10项）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北京市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法商管理MBA培养模式创新实
践——教育部质量工程“法商

复合人才培养”经验
王霆 2013

2 宝钢教育奖 优秀奖 宝钢优秀教师奖 霍政欣 2016

3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奖 教学名师将 第十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奖 李居迁 2016

4 全国“百篇优秀管
理案例” 二等奖 如何互联：邻家超市触网记 葛建华 2016

5 全国“百篇优秀管
理案例” 二等奖 完美搭档的再次联手──职业

经理人和家族企业的合作法则 王霆 2012

6 全国“百篇优秀管
理案例” 二等奖 我的品牌之路在何方 陈曦 2012

7 北京市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比赛 综合组二等奖

第八届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综合组二等奖，以及

最佳演示奖
陈曦 2013

8 北京市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比赛

文史A组二等
奖

第九届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文史A组二等奖，以
及获得最佳教案奖、最受学生

欢迎奖

顾凡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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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5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生姓名 学科专业及学位类别
（入学年月/毕业年月） 时间 成果简介（限100字）

1

Empirical Study
on Japan’s
Fiscal Polic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ake New Energy
Vehicles as
Example

张波 0201-理论经济学 博士
2013-09/2016-06 2014-08

201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21th)（EI检索），p774-779,
IEE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ociety

2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

张波 0201-理论经济学 博士
2013-09/2016-06 2015-04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p57-63,
Canadian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 of
Sciences and Cultures

3

美国对华光伏产
业实施“双反
”措施的深层原
因--基于政治经
济学的分析

黄什 0202-应用经济学 硕士
2014-09/2017-06 2014-01

《国际经济合作》，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P46-
52，他引1次

4

Spillover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An Empirical
Study after
Financial
Crisis

张莹 0201-理论经济学 硕士
2014-09/2017-06 2016-08

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入选
论文，ISTP检索,载2016年论文
集P568-572

5

The analysis of
fiscal

expenditure’s
effectiveeness
after financial

crisis in
China-On the
basis of

Efectiveness of
Output and
Inflation

张莹 0201-理论经济学 硕士
2014-09/2017-06 2015-08

US-China News Observer
,P120-p127,出版单位：China-
US News Agency

6

Case Study: YB
Company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何帅 0201-理论经济学 博士
2014-09/2017-06 2015-01

Exploring New Concepts and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7
中国对日直接投
资影响因素实证

分析
彭博 0201-理论经济学 博士

2011-09/2014-06 2013-01
《日本研究》，辽宁大学日本
研究所日本研究杂志社：p7-
11；他引6次

8
中国对美直接投
资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
彭博 0201-理论经济学 博士

2011-09/2014-06 2013-06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山
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技
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
：p84-88；他引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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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如参加竞赛获奖、参加重要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创新创业成果、获得科研奖励或其他荣誉称号等。

3.“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

4.“成果简介”限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团队成果完成人应填写团队负责人姓名，并在简介中说明团队情

况。

9
日本公共年金制
度改革及对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

万美君 0201-理论经济学 博士
2010-09/2017-06 2014-02

《日本研究》，辽宁大学日本
研究所日本研究杂志社
，p19-25，他引3次

10

Comparison
Between Subsidy
Policies on
Photovoltaic
Industry of
China and the
U.S.: Based on
Three-Stage

Sequential Game
Models

黄什 0202-应用经济学 硕士
2014-09/2017-06 2015-08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DOAJ检索
），2015年第8期，P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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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高水平教学案例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Ⅳ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Ⅳ-1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1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
律问题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专著 霍政欣

受中国政府委托，携手18国专家主持
起草国际性规则《敦煌宣言》，产生
广泛的国际影响。作为政府专家多次
参与双边与多边国际谈判，追索珍贵
文物。

2
完美搭档的再次联手

—— 职业经理人和家族
企业的合作法则

高水平教学案例 王霆

2012年，对统一润滑油公司的职业经
理人和霍氏集团家族企业的案例进行
调研形成案例，获得全国优秀案例奖
，英文版入选毅伟商学院全球案例库
。

3 山西蓝泰：突破快速成
长的管理瓶颈 咨询报告 王霆

2013-14年，为快速成长型企业山西蓝
泰公司提供组织变革、流程优化、工
作分析、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管理咨询
服务，形成咨询报告和教学案例，入
选全国专业学位案例库。

4 东莞外贸发展“十三五
”规划前期研究 咨询报告 于淼

2016年12月，该咨询报告提交给东莞
市商务局，该咨询项目合同金额12万
元。

5
中国二十二冶第一建设
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流程

改造项目
咨询报告 于淼

2012年5月25日登记备案，为中国二十
二冶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咨询，合
同金额18万元。

6 国家电网领导行为案例
库 咨询报告 王霆

2015年，对国家电网管理案例进行全
面梳理，形成包括岗位特征、行为人
特征和领导行为特征在内的案例数据
库，通过大数据挖掘动态生成岗位领
导力模型，为国电公司管理干部选拔
、培养提供基础数据和案例依据。

7 国家电网国际化人才队
伍建设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研究报告 王霆

2016年，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
家电网公司国际化人才队伍发展的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调研，为国
家电网公司提供研究报告，推动央企
国际化人才工作的发展。

8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及规
划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研究报告 祁欢

2014年，探讨我国海外投资立法情况
、我国境外投融资支持、我国对外投
资保险、国务院关于境外投资的外汇
管理问题、论证国家禁止的境外投资
的合理性，形成对外投资条例设计建
议稿，为发改委提供论证意见。

9 投资非洲争议解决法律
问题研究报告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研究报告 祁欢

2016年11月，该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成果为15万字研究报告和20个投资者
诉非洲国家投资争议案例翻译，为中
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资料和咨询意
见。

10 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和对
外投资形式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研究报告 祁欢 2012年，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

所提供对外投资监管研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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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仅限申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Ⅳ-2 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2-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2-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2-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专业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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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实践教学

IV-3-1  实践教学基地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实践基地名
称 合作单位 地点 建立年月 年均接受

学生数
人均实践
时（月） 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限填200字）

1
北京趣拿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趣
拿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北京 2012-07 7 1

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又名
“去哪儿网”，是中国领先的旅游搜
索引擎，一家创新的技术公司。学生
亲身感受到创新创业的氛围。

2

中国长江航
运集团对外
经济技术合
作总公司

中国长
江航运
集团对
外经济
技术合
作总公
司

湖北 2013-09 5 0.5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对外经济合作总公
司，主要致力于新造船贸易、二手船
贸易和海员劳务外派三大业务，与来
自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英国、
希腊、俄罗斯、印度等全球船东客户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本专业学生在
这一实践基地中，可以参与到船厂有
关市场开拓、商务谈判、资金统筹、
保函开立、信贷融资等多方面的业务
中，应用自身贸易、法律、市场、金
融等方面的所学，综合解决问题，得
到全方位锻炼。

3
浙江久晟茶
业发展有限

公司

浙江久
晟茶业
发展有
限公司

浙江 2014-03 5 0.5

久晟茶叶发展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主
营茶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营销的农
业类的高新技术企业，贸易伙伴包括
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在该基地中，学生可充分熟悉国
际商务往来的各项环节，增强对国际
化的认识和参与能力。

4

东方视信
（北京）数
字技术有限

公司

东方视
信（北
京）数
字技术
有限公
司

北京 2013-07 10 1

东方视信（北京）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座落在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是中
国安全防范技术协会会员单位。学生
实习可以了解最新科技成果的转换
，特别是了解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深
远影响。

5

中国政法大
学-中国产
业海外发展
和规划协会
实践教学基

地

中国产
业海外
发展和
规划协
会

北京 2013-10 12 1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是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登记注册的，具有
社团法人资格的全国性非盈利性社会
团体。

6
北京世联律
师事务所实
习基地

北京世
联律师
事务所

北京 2013-10 12 1

世联律师事务所活跃在法律为经济建
设服务的各个领域，通过娴熟的法律
专业技能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为客户
避免了大量的法律风险，挽回了数以
亿计的经济损失，赢得一大批客户的
信任，在业界享有一定的声誉。

7
北京厦门商
务会馆实习

基地

北京厦
门商务
会馆

北京 2013-06 8 1

北京厦门商务会馆坐落于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北京市知春路46号。主营业务
为住宿和酒店服务。与该单位的实习
合作主要是让学生了解酒店服务的流
程，以及相关延伸产业环节

8

北京华芙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实习基

地

北京华
芙科技
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 2013-12 5 0.5

北京华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年。利用网站“女神集”进行吸
纳客户数量及收集客户数据的工作。
同学都能够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
，认真从事实习工作，得到实习单位
的表扬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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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2016年12月31日前已经与本单位签署合作协议的与本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相关的实习、实训、实践基地。

2.“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填写基地情况与条件，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指导教师配备情况等。

9
深圳市基础
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

深圳市
基础电
力设备
有限公
司

广东 2014-07 6 0.5
深圳市基础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供应变压器安装
，维修服务。

10
艾考林环境
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艾考林
环境科
技（北
京）有
限公司

北京 2016-04 5 1

艾考林致力于改善室内空气质量，为
用户提供安全、洁静、清新的空气环
境。公司的核心人员均为空气净化行
业资深人士，从事静电式空气净化器
研究与实践近20年，对中国目前的空
气污染特点、国内空气净化器使用环
境等积累了丰富的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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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本单位组织或开展的专业实践活动，或本单位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如：原创教学案例，自建案例库，创新

实践教学形式，创业教育活动、职业能力培训等。

2.“负责人”填写组织或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责任教师、行业专家，或取得专业实践成果的主要教师。 

IV-3-2 近五年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科专业 活动或成果简介（限200字）

1

法商管理MBA培
养模式创新实践
——教育部质量
工程“法商复合
人才培养”经验

王霆 1251-工商管理 专业
学位类别

商学院作为中国“法商管理”教育培养模式
的开创者和推动者，已有18年培养经验。该
教育理念从“法商结合”到“法商管理”再
到“法商智慧”不断深化。法商管理MBA是从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律出发，以法商管理
教育理念体系为基础，在法商知识技能、法
商管理思维、法商智慧升华三个层面进行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商管
理MBA教育理念。旨在培养：效率思维与公平
思维、融合商业文明与法治文化、体现经商
智慧与法治精神。

2

北外杯2015未来
国际商务谈判精
英全国赛团体一

等奖

张淑静 120205-国际商务 本
科专业

该赛事为国家级比赛,在国内高校中享有水准
高、声誉响、影响大的美誉。与全国MBA培养
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
争模拟大赛（B类竞赛）同为中国管理现代化
研究会主办。参赛队员以国际商务专业学生
为主,吸收了工商管理和民法学等专业队员
,充分发挥了法商结合的优势。国际商务系张
淑静教授任商务谈判队指导，她在《国际商
务谈判》与《商务谈判》课程给学生以系统
培养，同时，在课外为校队进行了全面细心
的指导。

3

中国空间法学会
CASC杯曼弗雷德
拉克斯空间法模
拟法庭竞赛

李居迁 0301-法学 一级学科

由中国空间法学会组织主办、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CASC）资助、外交部条法司以及
北京理工大学共同协办。法官来自外交部、
香港大学、中国长城工业集团等单位的空间
法专家。汇聚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国内10多支大学的队伍，全英文环境。截
至2016年12月第十三届，连续获得十届冠军
。还指导参加模拟仲裁庭、杰塞普国际法模
拟法庭等国际国内比赛。

4

北京市教委
2012年北京市大
学生创业设计竞
赛优秀组织奖

王玲 120201K-工商管理 本
科专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中央财经大学承办
的2012年北京市大学生创业设计竞赛。王玲
老师指导，金佳蓉、兰欧、刘嘉新、王冉、
张祥祥、董洁晗组成的漾思旅行创意体验中
心代表队荣获一等奖。“漾思”团队的创意
旅行项目具有十分强的可行性，得到赛事评
委的高度肯定。

5

北京市教委
2014年北京市大
学生创业设计竞
赛二等奖，并获
设计类“创意之

星”称号

于淼 120201K-工商管理 本
科专业

中国政法大学“城事APP”创业设计团队成员
包括武闯、谢帅、黄晓莹、薛泽涵、周子荃
、林荣赞和李妙雅，以“城事,从未被遗忘
”为主题设计创新型社交 APP，获得业内专
家好评。

6

北京市教委
2015年北京市大
学生创业设计竞

赛二等级

王玲 120201K-工商管理 本
科专业

该团队成员包括邵媛媛、胡千红、寇曦、朱
磊磊、张祎和郭珊。在此次采用政府主办、
高校组织、社会参与的开放式竞赛模式中
，从公益活动着眼，设计了“格林finger废
弃品DIY亲子体验馆”项目，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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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限填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或全国性行业科研奖励，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奖项，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

励的，不重复填写。

IV-4  近五年科研情况

IV-4-1  近五年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67 709.4 26 343.5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8 139.5 13 148.0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项） 0.7053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7.4673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3.6158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1

出版专著数 39 师均出版专著数 2.1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179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9.4

IV-4-2  近五年获得的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10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北京市 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省级科研获

奖

二等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 霍政欣 2014

2
商务部第七届中
国贸易救济与产
业安全研究奖

二等
WTO框架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
制（SSM）的设立及中国的立

场选择
宏结 2012

3 周诚农业经济学
奖 二等 白酒塑化剂事件对公司股价影

响研究 刘志雄 2014

4

中国法学会
“WTO法与中国
论坛”2012年优

秀论文

三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法
律制度研究 祁欢 2013

5

中国国际贸易学
会2015年“中国
外经贸发展与改
革”征文奖

优秀奖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对中
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宏结 2015

6
Emerald 2012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优秀奖

Typology of the Chinese
exporter: Strategist,

hesitator, experimentalist
and the prospector

陈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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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IV-4-3 近五年承担的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
账经费
（万元）

1
WTO框架下中国应对及运用
贸易救济措施促进产业发展
的经验研究 （12BJL060）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2-06-2017-07 宏结 15

2 专利许可谈判行为与决策模
型研究(7127221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2-08-2016-12 王玲 52

3 欧盟新能源战略中的科技政
策体系研究（L142200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专项基金项
目 2014-04-2016-03 于淼 10

4 美国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机制（13FGJ005）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
目 2013-11-2016-05 杨丽花 18

5
京津冀农村地区清洁能源的

消费与政策研究
（9162016）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6-01-2018-12 刘志雄 18

6 子女移居国外的空巢老人家
庭代际关系研究(12CRK019)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2-05-2014-02 李超 15

7

亚太地区一体化对中国和美
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
异质农业部门条件的考察

（15YJC790065）

教育部人文
社科 规划项目 2015-09-2018-09 刘志雄 8

8 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及其转变
研究

教育部人文
社科 规划项目 2012-09-2016-09 胡明 4

9 日本侵华期间劫掠中国文物
的返还问题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5-01-2018-01 霍政欣 20

10 投资非洲争议解决问题研究 教育部人文
社科 规划项目 2012-09-2016-09 祁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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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

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IV-4-4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实践类教材（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  注（限100字）

1

厘清后危机时代经
济学的“实证

”——基于方法论
演变的比较分析

胡明 201508 经济研究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2015年第8期全文转载

2 我国加工食品产业
出口效应研究

刘志
雄 201303 管理世界 CSSCI，他引8次

3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E-

commerce
logistics service

quality with
hesitant fuzzy

uncertain
linguistic
information

于淼 201607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 Q2区

4

The Investment
Law System in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祁欢 201205
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

SSCI检索期刊

5
防空识别区：剩余
权利原则对天空自

由的限制

李居
迁 201407 中国法学 《新华文摘》2014年第13期 全文转

载

6

中日对中亚五国经
贸合作比较——略
论“一带一路”构

想与实践

金仁
淑 201609 日本学刊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

》2016年9期全文转载

7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
及绩效研究

金仁
淑 201204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

列

8
1970年UNESCO公约
研究：文本、实施

与改革

霍政
欣 20150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我国首部研究《关于禁止和防止非
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
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
“1970年公约”）的法学专著，填
补了我国法学界对“1970年公约
”的研究空白。

9 国际私法(英文版
）（第二版）

霍政
欣 20150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
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双语课程规划教
材

10 欧元闯关 张淑
静 20130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在欧债危机冲击下,欧元面临崩溃的
关口,本书深入讲解了欧元的今生来
世，对欧元及欧元区未来发展前景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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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培训考试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

IV-5  近五年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质量简介（限600字）

国际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中国政法大学拆除专业篱笆，倾全校之力，整合商学院、国际法学院、民商法学
院、外语学院的优秀师资打造而成，注重英语能力、法商思维训练，专业适用面广，融通性、专业性强，升学比
例大、升学院校一流，就业前景广阔，深受市场欢迎和用人单位好评。学生最终主要就业为金融机构、跨国公司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涉外律师事务所。自2003年开办以来,14年间已培养10届700多名毕业生，是中国政法大学
“跨专业学位、跨理论实践、跨学院学校、跨国家地区”的“四跨”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早实践者和受益者。
2011-2016年国际商务专业共计毕业327人，其中留学和国内升学分别占16%（52人)和29%（96人），升学学校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波士顿大学，清华、北大等国内外顶级学府，同时，12%直接入职政府和事业单位。商学
院2011-2015年毕业生跟踪问卷调查显示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生，依靠开阔的国际化视野，优良的“法商结合”知
识结构，扎实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商务管理学识基础，成为商务和公共管理等部门青睐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实践型
优秀人才。
世界经济专业招收了10届研究生，在校学生积极考取注册会计师，司法考试，证券从业资格证，基金从业资格证
等相关证书，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国际贸易硕士学位点自2010年获批以来，招收了6届学生。研究生毕业就业率
100%，用人单位满意度高。此外，3人毕业论文获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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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6  支撑条件

IV-6-1  本专业学位点图书资料情况（限300字）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建筑面积 20390 平方米图书馆馆藏资源总量达 244 余万册（种），纸质文献 206.4 万余
册，电子图书 37.6 万余种（册）；经管类图书达 24.46 万册。图书馆可供师生检索与利用的电子资源有几十
种，常用的中外文电子资源有：中国知网 CNKI 系列，万方数字资源系列，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华数字书苑，中
国资讯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北大法意，慧科新闻数据库，新
东方网络课程多媒体数据库，Ebscohost 系统，Westlaw International，LexisNexis 法律数据库，HeinOnline
数据库，JSTOR 西文过刊库，Kluwerarbitration 仲裁库，SAGE 回溯期刊数据库等。图书馆采用开放的借、阅
、藏合一的管理模式，阅览室每周开放 94 小时，电子阅览网络资源全年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

IV-6-2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限600字）

硬件：比照MBA生均标准，包括指定教学区230平米、辅助教学区220平米、办公区50平米，4个专用教室和3个案
例研讨室。共享相关专业教学设施，包括3个通用实验室，投资450万的智能教室等。
培养和课程：实行学分制，完成全部培养计划需修满36个学分（课程32学分，国际商务实践4学分）。拟开设国
际商务环境与法律法规、地缘政治经济学、全球供应链与物联网管理、大数据与智能商务决策、国际商务谈判等
课程；依托美国普渡大学ODI项目开设经普渡大学认可和授权的四门学分课，作为国际商务硕士选修课程；利用
学院理事会建立实训基地。
教学投入：设置较高授课酬金标准；奖励优秀授课教师；鼓励教学创新、案例建设和合作攻关实践。加强对教师
国内外交流访学和学生海外实习资助。将MIB班主任教师纳入学校班主任的一体化管理体系。
学习保障：既有的国家奖学金可覆盖70%在校生。发放在校生每人每月500元的生活补助。提供助教，勤工助学等
奖酬金渠道。
机构建设及人员配置：以国际商务系牵头，组建MIB教育中心，设中心主任1人，2名副主任，专职行政人员1人
，由MBA教育中心教务和各部主任兼任MIB教务和各分部长。依托理事会，聘任校外导师。拟配置15名专职工作人
员。
制度建设：依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国内首屈一指的先进的流程管理制度，构建质量保障体系，高度重视学位论
文指导和教学质量评估。在严格遵循学校关于研究生培养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了《中国政法大学
MIB流程化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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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内容属实，同意上报。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