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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生 

国际贸易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2017 版 

 

一、专业介绍 

（一）本学位点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 

国际贸易学位授权点是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硕士学位授予点。应用

经济学科建设与广东财经大学发展相伴而生，不可分割。自建校伊始，学校就始

终高度重视经济管理类学科发展，坚持以经济学科为龙头，引领全校学科建设与

发展。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国际贸易学、国民经济学等二级学科始建于 1995

年，2002 年国际贸易学被确定为学校重点学科； 2006年国际贸易学获得硕士学

位授予权。我校自 2010 年开始统筹各个二级学科方向开展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

层面的建设；2011 年应用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国际贸易学为应用经济

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硕士学位授予点。 

我校国际贸易学硕士学位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国

际贸易在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学术交流、社会服务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国

际营销”三个立足于学科前沿、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为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培

养了大批高层次国际贸易专门人才。尤其是 2010 年以来，国际贸易硕士学位授

予点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科研成果层次不断提高，队伍结构更趋合理，人才培

养模式不断创新，学科平台和条件设施日趋成熟，专业特色与优势更加突出，为

硕士学位授予点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国家及地区对所本学位点的人才需求分析和发展前景 

1.国家对本学位点的人才需求 

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

全球贸易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新兴经济体困难和风险明显加大。国际

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加快重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挑

战。局部地区地缘博弈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各国国

际经贸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为应对世界挑战，中国提出了“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发展自由贸易区、参与全球治理等战略，战略的全面实施，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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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人才，因此，国家对本学位点的人才呈“井喷”之势，

本学位点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2.地区对本学位点的人才需求 

广东是我国第一外贸大省，1978-2015 年广东对外贸易与投资保持着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平均最高的发展速度，多项经济指标雄居全国各省首位，对中

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的广东，随着中国（广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及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要成为贸易大省，

而且要成为贸易强省，对高层次国际贸易投资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 

（三）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持研究生学习的科研创新平台有：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应用经

济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中央财

政支持地方项目--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特色新型智库；广东省十大决策咨询研究基

地：开放型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广东省国际暨港澳台合作创新平台--广东财经大

学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共建的科研合作创新平台；与广交会共建的实习实践基地

等。 

（四）科学研究 

近 5 年，本学位点导师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46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6 项、

省部级项目 15项，市厅级项目 6项，横向项目 19项，科研经费计 629.5万元。 

近 5 年，本学位点导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53 篇，其中 A 类期刊论文 3 篇，B

类期刊论文 5篇，C类期刊 30篇。出版学术著作 6部。 

近 5年，本学位点导师共获各类奖项 6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1项，省部级奖

2项，市厅级奖 2 项。 

本学位点撰写的研究报告《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获中央政治局委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和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同志

的高度肯定性批示。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研究型国际贸易专门人才。要求

学生：遵纪守法，具有科学精神，有良好的品德修养，身心健康；努力学习，严

谨勤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系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的研

究方法；具备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运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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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操作系统；具有从事本领域的科研、教学及相关经济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与职业能力 

本专业培养经济理论扎实、外语熟练规范、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好的综合

型涉外经济、贸易与投资方面的人才，以努力适应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对高层次

新型人才的需求。 

四、学习方式与年限 

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研究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科学

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 

五、课程设置及考核要求（附件：教学设置计划） 

按照科学性、基础性、前沿性、专业性等原则来设置国际贸易学课程，课

程分必修和选修。考核方式为笔试（以下均含闭卷、开卷）、课程论文、口试、

实验设计等。经考核合格，达到 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六、其它培养环节 

1.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

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

指导教师给于相关评价，合格者计 1学分。 

2.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0 场由校内

外组织的学术讲座，由各培养单位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学分；中期考核前公

开主讲 1次以上有关文献阅读、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学术报告，导师参加并进行考

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3.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

料，中期考核前写出不少于 10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

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学分。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 34学分，其中课程 31学分，实践活动 1学分，学术

活动 1学分，文献阅读 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4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中期考核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

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

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格式规范，字数 2-4 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

过开题论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

报告；第六学期论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

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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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硕士研究生（国际学生）教学设置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开课单位 

授课 

语言 1 2 3 4 

公共 
学位课 

高级汉语 必修 108 4 √ √   经济学院 双语 

中国概论 必修 54 3 √    经济学院 双语 

专业 

核心课 

中级微观经济学 必修 54 3 √    经济学院 双语 

中级宏观经济学 必修 54 3  √   经济学院 双语 

中级计量经济学 必修 54 3 √    经济学院 双语 

国际贸易学 必修 36 2 √    经济学院 全英 

国际投资学 必修 36 2  √   经济学院 双语 

国际营销学 必修 36 2  √   经济学院 全英 

专业 

选修课 

国际经济学前沿 选修 18 1    √ 经济学院 双语 

专业英语 选修 36 2   √  经济学院 全英 

国际金融学 选修 36 2 √    金融学院 双语 

世界经济 选修 18 1   √  经济学院 全英 

自由贸易区研究 选修 18 1    √ 经济学院 双语 

中国对外贸易与

投资研究 
选修 18 1   √  经济学院 全英 

跨境电子商务 选修 18 1    √ 经济学院 全英 

博弈论与信息经

济学 
选修 18 1   √  金融学院 双语 

国际服务贸易 选修 18 1    √ 经济学院 双语 

金融数量方法 选修 18 1   √  金融学院 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