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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卓越人才班）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具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知识及基本技能，能够在各级政府部门、

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涉外经济贸易实际业务、经营管理、调研咨询、政策研究、教学科研等工作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管理学、经济法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受到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国际商务谈判、外语、外贸函电、国际结算等方面的国际贸易基

本技能训练，具有从事涉外经济与国际贸易工作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具有扎实的的国际经贸宏观知识，熟悉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法规，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惯例，具有从事

国际贸易工作的能力；

3．精通国际贸易实务，熟悉进出口业务基本流程，能对进出口业务中的运输、保险、报关、报检、制单结

汇等业务进行熟练操作；

4．熟练掌握商务英语，有较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的涉外公关能力；

5．具备计算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国际经贸信息，并进行信息处理与分析；

6．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分析研究方法，能进行基本的经济研究及分析工作。

二、学制与学分要求

1、学制

标准学制为四年，学生可在3—6年内完成学业。

2、学分要求

学生至少应修满171学分方可毕业。其中：课堂教学138学分，实践教学33学分。

学校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53学分，其中：必修42学分；课堂教学42学分，实践活动11学分。

学院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36学分，其中：必修36学分；课堂教学36学分。

专业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82学分，其中：必修66学分，选修16学分；课堂教学60学分，实践教学22学分。

具体课程与学分详见本计划的课程设置部分。

三、主干学科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四、主要课程

政治经济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

财政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

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贸易单证实务、海关通关实务、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商务函电、

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法、国际商务英语。

五、授予学位

经济学学士。

六、教学活动时间安排

每学年设置 2个学期，共 40 周，其中教学时间 36 周（每学期 18 周），考试时间 4周（每学期 2周），并适

当安排入学教育、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社会实践、毕业教育、就业指导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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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结构比例

课堂教学共138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80.7%；实践教学共29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19.3%。

1、课堂教学

课程分类
学校平台课程 学院平台课程 专业平台课程 总学时、总学分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时数 468 288 648 0 792 288 1908 576 2484

% 18.8% 11.6% 26.1% 0 31. 9% 11. 6% 76.8% 23.2% 100%

学分数 26 16 36 0 44 16 106 32 138

% 18.8% 11.6% 26.1% 0 31. 9% 11. 6% 76.8% 23.2% 100%

学时数（%） 756（30.43%） 648（26.09%） 1080（43.48%） 2484（100%）

学分数（%） 42（30. 43%） 36（26.09 %） 60（43.48.%） 138（100%）

2、实践教学

专业实习8学分，学年论文2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5学分。素质拓展与实践

创新8学分。

八、周学时分配表

学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周学时 21+3 26+3 29 20+3 17+1 12+1 2 0

注：（1）周学时按照“理论课周学时+实验课周学时”的形式给出；（2）选修课周学时按照各类课程原则上

规定的修读学期和应修学分，分学期平均计入。

九、课程设置

（一）学校平台课程（普通教育课程）

1、思想政治理论与军事训练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18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310002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54 36 18 2+1 2 3 考试

310002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54 36 18 2+1 1 3 考试

31000211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必修 108 90 18 5+1 4 6

考试

0000201 形势与政策 必修
专题辅导、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等

四学年均开
2 考查

310002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6 18 18 1+1 2 2 考试 前半学期开

31000208 军事理论 必修 36 18 18 1+1 2 2 考试 后半学期开

军事训练 必修 2周（根据学校实际安排进行） 不计学分

本模块课程共18学分，其中，必修18学分；课堂教学11学分，实践教学7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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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外语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8学分必修课程,0—6学分限选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52000101 大学英语Ⅰ 必修 72 72 4 1 4 考试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根据特殊专业需求

开设；大学英语Ⅲ、

Ⅳ要求未通过 CET-4

学生必须修读。

52000102 大学英语Ⅱ 必修 72 72 4 2 4 考试

52000103 大学英语Ⅲ 限选 72 72 4 3 4 考试

52000104 大学英语Ⅳ 任选 36 36 2 4 2 考试

52000105 高级英语Ⅰ 任选 72 72 4 6 4

52000106 高级英语Ⅱ 任选 36 36 4 7 2 后半学期开设

大学英语14学分，第一、二、三学期各4学分，第四学期2学分。实行8-14弹性学分，学生修完第一、二、三

学期12学分，并通过CET-4，可不再修读剩余学分，剩余的6或2学分由学生自主选修高级英语或其它任何课程获

得。

3、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4学分必修课程并通过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43000101 大学体育Ⅰ 必修 36 36 2 1 1 考试 (体育综合)

43000102 大学体育Ⅱ 必修 36 36 2 2 1 考试 (体育综合)

43000103 大学体育Ⅲ 必修 36 36 2 3 1 考试 (体育选项)

43000104 大学体育Ⅳ 必修 36 36 2 4 1 考试 (体育选项)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必修 自主锻炼，每学年测试一次 — 不计学分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以学生自主锻炼为主，四年不断线，学校每学年集中组织一次测试，测试不合

格者不能毕业。具体要求见《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试行）》（西师发[2004]135号）。

4、计算机应用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3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

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

71000201 大学计算机基础Ⅰ 必修 72 36 36 2+2 1 3 考试

新生入学后通过学校测试者，

可免修，计入学分；按文管、

理工、艺术体育三类开设

5、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必修6学分实践活动）

本模块旨在充分利用第二课堂，从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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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六个方面开展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各种活动

项目。

本模块共必修6学分，其中实践创新训练、学术科技活动、学科竞赛和资格认证等不少于2学分，校园文化活

动不少于1学分，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1学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各1学分。

学生一般应在前3学年内修满。具体要求见《西北师范大学本科生素质拓展学分实施办法（试行）》（西师发

[2004]159号）。

以上所列学校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共43学分，必修43学分；课堂教学35学分，实践活动8学分。

（二）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1、学科必修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36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05601 微积分 必修 108 108 6 6 考试

21005602 政治经济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05603 管理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05604 线性代数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5 微观经济学 必修 72 72 4 4 考试

21005606 统计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7 会计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9 宏观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10 金融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11 财政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05612 国际贸易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小 计 648 648
1

0

1

3

1

3
36

学生应当按照规定的学分数修满学科必修课程学分，不能用修读其它课程的学分代替。

以上所列学院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共计36学分：必修36学分；课堂教学36学分。

（三）专业平台课程（专业教育课程）

1、专业必修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44学分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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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37619 专业导引课 必修 18 18 1 1 考查

21037620 商务英语Ⅰ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21 商务英语Ⅱ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03 国际金融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22 国际经济学（双语）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05 国际贸易实务 必修 72 54 18 3+1 3.5 考试

21037623 国际商务谈判（双语） 必修 54 36 18 2+1 2.5 考试

21037620 学科前沿课 必修 18 18 1 1 考查

21037624 国际结算（双语）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25 国际商务函电（双语） 必修 54 36 18 2+1 2.5 考试

21037608 国际贸易法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26 WTO 专题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27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 必修 54 36 18 2+1 2.5 考试

21037611 海关报关实务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12 国际市场营销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37628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37629 国际商务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小 计 828 756 72 1 3 6 9+2 11+1 8+1 1 44

3、专业任选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至少完成16学分任选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37819 世界经济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0 市场调查与分析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1 区域经济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2 经济法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3 国际服务贸易（双语）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06 国际金融实务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4 国际经济合作（双语）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5 会计报告分析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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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7826 进出口商品检验实务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7 统计软件 任选 36 18 18 1+1 2 考查

21037808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14 国际商法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8 证券投资分析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17 计量经济学 任选 18 18 2 2 考查

21037812 国际贸易地理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13 发展经济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37829 数学四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小 计 288 288 16

学生应当按照规定的学分数修满专业任选课程学分，不能用修读其它课程的学分代替。

4、专业实习实践（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8学分实习实践）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37630 专业实习 必修 第 8学期 8 考查

小 计 8

6、学年论文（2学分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37631 学年论文 必修 第 5—6学期 2 考查

小 计 2

学年论文要求学生结合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开展研究性学习，加强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探讨与研究，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掌握论文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以及论文写作的基本程序与规范。通过学年论文，为进一步进行

专业学习、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并为毕业论文（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

学年论文一般应从第5学期开始进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寒假、暑假进行调研、撰写，第7学期开学后完成。

学年论文计2学分。

7、毕业论文（毕业设计）（6学分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37632 毕业论文 必修 第 7—8学期 6 考查

小 计 6

毕业论文（设计）一般应在第7学期开学初安排学生进行选题，以使学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及利用专业实习

时间收集资料、开展调研。毕业论文（设计）的开题环节应在第7学期完成，研究、设计、撰写环节在第7、8学

期进行，答辩于每年5月上旬结束。

以上所列专业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必修58学分，任选16学分，共计74学分。其中课堂教学58学分（含必修42学分，任选16学分），实践教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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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含专业实习8学分、学年论文2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等）。

十、课程简介

课程编码：21005601

课程中文名称：微积分（Calculu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6 总学时：108

内容提要：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无穷级数，多元

函数微积分学，微分方程初步，差分方程初步。

教 材：《经济数学基础（第一分册微积分）》 龚德恩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参考书目：《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一）微积分》 赵树源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8

课程中文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or Engineer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随机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的分布和数字特征，随机向量，抽样分布，统计估计，假设检验。

教 材：《经济数学基础（第三分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龚德恩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参考书目：《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赵树嫄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4

课程中文名称：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二次形。

教 材：《经济数学基础（第二分册线性代数）》 龚德恩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参考书目：《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二）线性代数》 赵树嫄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2

课程中文名称：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 总学时：36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的由来与发展、性质、任务和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研究对象；人类

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形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职

能资本与平均利润；生息资本和利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地租；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资本国际化和国际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教 材：《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吴树青 卫兴华等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8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魏 埙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政治经济学原理》 沈 滨 张志军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9

课程中文名称：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国民收入的核算，消费、储蓄和总支出函数，国民收入的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化，宏观财政政策，

货币的性质和供求，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宏观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和货币的均衡，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均

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

教 材：《西方经济学（下）》 高鸿业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下）》 陈岱松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5

课程中文名称：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微观经济学概论，供求理论，消费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

经济理论。

教 材：《西方经济学（上）》 高鸿业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上）》 陈岱松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3

课程中文名称：管理学(Principle of Management)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 总学时：36

内容提要：包括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组织管理原理以及计划与控制过程，介绍组织结构形式、制度规范以及

人力资源配置的原则与方法，阐述考核与激励在实现组织目标的作用，还涉及领导与组织的发展等内容。

教 材：《管理学原理》 许庆瑞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管理学原理》 刘松柏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7

课程名称：会计学(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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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会计概述，帐户及复式记账法，帐簿，会计凭证，会计循环及帐务处理程序，会计组织机构。

教 材：《基础会计学》 娄尔行编 上海三联书店

参考书目：《会计学原理》 徐文彬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6

课程中文名称：统计学(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统计的基本职能，统计调查及整理方法，综合指标，动态指标，统计指数，抽样调查理论，简单

相关及回归分析。

教 材：《统计学》 袁卫 庞皓 曾五一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统计学》 钱伯海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10

课程类型：金融学（Finance）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本课程阐述货币和货币制度、信用、利息与利息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其体系、商业银行与

存款货币、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货币供求及其均衡、通货膨胀及其治理、货币政策、金融与经济发

展等内容。

教 材： 《金融学》 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教材——中

国金融出版社

参考书目： 《货币银行学》教育部面向21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货币银行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11

课程中文名称：财政学（Finance ）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 总学时：36

内容提要：《财政学》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财政学研究和阐述财政运行一般规律和基本理论。学习

财政学对于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既可以使学生明确

财政学科的研究对象、掌握财政的基本概念、了解财政的基本业务，还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从事

经济工作的综合素质。本课程具有较强理论性和实践性特点。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理解

和掌握财政基本原理和基础，认识国家财政和公共财政的概念、财政的职能；第二部分理解财政收支的基本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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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各项收支形式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三部分了解财政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管理

体制、财政平衡及财政政策等。

教 材：《财政学》，陈共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七版

参考书目：

[1]《财政学》， 邓子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版

[2]《财政理论与实践》， 郭庆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版

课程编码：21005612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学时，总学时36学时（讲授36学时）。

内容提要： 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

政策，关税措施，非关税壁垒措施，鼓励出口措施，WTO，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服务贸易等。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教材：《国际贸易学》，王秋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贸易》，海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2] 《国际贸易教程》，高成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四版；

[3] 《国际贸易学》，尹忠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605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贸易实务（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1学时，总学时72学时（讲授54学时，实验18学时）。

内容提要： 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国际贸易术语，国家贸易合同的标的，国际贸易商品成本核算与价格确定，

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商品的检验检疫，进出口货物的报关，国际货款的结算，索赔、不可抗力和

仲裁，贸易磋商和合同的签订，进出口合同的履行，国际贸易经营方式。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学 经济法

教材：《国际贸易实务》，王秋红，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贸易实务》，冷柏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二版

[2] 《国际贸易实务》，黎孝先，石玉川，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3] 《国际贸易实务》，韩玉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627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贸易单证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Documentar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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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1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36学时，实验18学时）。

内容提要： 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单证的基本要求、流程和发展趋势，交易磋商和合同的签订，国际贸易

结算方式，信用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运用，汇票，发票，运输单据，保险单据，原产地证书，检验检疫单证，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进出口许可证及其他单据。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结算

教材：《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吴国新，李元旭，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第二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与操作》，谢娟娟，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第一版

[2]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孙继红，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一版

[3]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白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620

课程中文名称：商务英语Ⅰ（Business EnglishⅠ）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对学生在商务和一般生活环境下使用英语的能力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行全

面的训练，使学生了解商务专业术语和习惯表达，以具备在各种商务工作环境熟练使用英语的能力。

先修课程： 《大学英语》Ⅰ，Ⅱ

教材：《新编剑桥商务英语》（中级）学生用书（第三版），John Hughes，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

版。

参考书目：

[1] 《商务英语写作实例精解》，Shirley Taylor、张卫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9月

[2] 《新编剑桥商务英语口试必备手册》，陈小慰，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课程编码：21037621

课程中文名称：商务英语Ⅱ（Business EnglishⅡ）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对学生在商务和一般生活环境下使用英语的能力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行全

面的训练，使学生了解商务专业术语和习惯表达，以具备在各种商务工作环境熟练使用英语的能力。

先修课程： 《大学英语》Ⅰ，Ⅱ

教材：《新编剑桥商务英语》，John Hughes，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三版

参考书目：

[1] 《商务英语写作实例精解》，Shirley Taylor、张卫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9月

[2] 《新编剑桥商务英语口试必备手册》，陈小慰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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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21037622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经济学（双语）（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系统了解国际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让学生

熟练掌握国际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方法和基本模型；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让学生能够对国际经济中的一些

主要现象、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材：《国际经济学》，李坤望、张伯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6月第3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经济学》，海闻，施建准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2] 《国际经济学》，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8版

课程编码：21037623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商务谈判（双语）（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36学时，实验18学时）。

内容提要：通过本课程的教学，阐明商务谈判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以及商务谈判的基本技能。在教学过程

中，采用案例教学、模拟谈判等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能熟练掌握谈判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巧。使学生

了解如何组织和实施商务谈判，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有效地参与并主持商务谈判。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函电

教材：《国际谈判》，卡瑞(Curry J.E)，史兴松导读，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参考书目：

[1] Getting to Yes. 1991, Roger Fisher ,William L. Ury, Bruce Patton.

[2] 《国际商务谈判》，白远，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课程编码：21037625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商务函电（双语）（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1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36学时，实验18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商务函电阐述了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商务活动有关的主要业务函电的写作方法和相关知识。涉

及商务信函的基本知识、书信及电子信函格式、建立业务关系、询盘与答复、报盘与还盘、订单和确认、支付、

包装、装运、保险、投诉与答复等方面的内容。该课程主要用英语讲解国际商务活动的有关知识。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实务。

http://www.amazon.com/Getting-Yes-Negotiating-Agreement-Without/dp/014015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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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国际商务函电双语教程》，董金玲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商务函电》，刘志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2] 《国际商务函电》，阮绩智， 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3] 《国际商务英文与函电》，林涛、姜丽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611

课程中文名称：海关报关实务（Customs Declaration Practice）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海关报关实务阐述了进出口报关的基础理论、操作实务和相关知识。基础理论部分介绍海关、报

关和对外贸易的国家管制；操作实务部分详细讲述报关程序、商品归类、税费计算和报关单填制；报关相关知识

部分介绍世界海运地理和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通关实务。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商务函电

教材：《海关报关实务》，王洪亮、杨海芳等，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二版。

参考书目：

[1] 《海关报关实务》，谢国娥，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五版

[2] 《进出口报关实务》，张兵，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3] 《海关报关实务》，曲如晓，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二版

课程编码：21037822

课程中文名称：经济法（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Law）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总学时36学时（讲授36学时）。

内容提要：经济法是为经济管理提供体制管理、协作方面的法律指导的一门学科。该课程是全国高等教育经

济管理类专业重要的公共专业基础课，是培养和检验学生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重要的

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经济法制观念，提高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理解

能力和法律知识的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熟练地查阅法律条文，签订合同等基本技能，为学生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从

事正常的经济活动打下基础。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组织法律制度；企业交易法律制度；企业竞争法律制度；宏观管

理法律制度；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先修课程：法律基础

教材：《经济法概论》，李兴江，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二版

参考书目：

[1] 《经济法概论》，刘隆亨，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2] 《经济法学原理》，刘瑞复，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3] 《经济法》，郭懿美，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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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21037608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贸易法（International Trade Law）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贸易法》 是法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理论与实践务实的课程，也是经济管理、外语外贸等相关

专业的重要课程。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商品、技术、服务的交换关系以及有关的其他各种法律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国际贸易公约、国际贸易惯例以及各国有关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制度、法令与规定，其中

国际货物买卖的法律制度是重点内容。通过国际贸易法的学习，让学生既全面又有重点地掌握国际贸易法律的基

本概念、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具备利用国际贸易法律知识，科学有序分析和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能力。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实务 经济法 国际商法

教材：《国际贸易法》，郭寿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三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贸易法》，王传丽， 法律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2] 《国际商法学》，姜作利，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二版

[3] 《国际货物买卖法》，冯大同， 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612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市场营销（International Market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市场营销学》是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现代管理理论之上的应用学科，是与经济学、

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密切结合的一门综合性、边缘性、实践性的经济管理学

科。它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在国际市场

中开展跨国营销的基本理论；企业在开展国际营销时面临的各种环境分析；国际市场进入、细分战略；国际市场

营销的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策略。

先修课程：经济学 市场营销学

教材：《国际市场营销学》，李威，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8月，第二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市场营销学》，袁晓莉，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2] 《国际市场营销》，金润圭，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三版

[3] 《市场营销原理》，菲利普·科特勒著，李季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629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商务学（International Business）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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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商务》是一门研究为满足个人及组织需求而进行的跨国界交易的科学。该定义有两层含义：

一是国际商务研究的是跨国界的活动；二是国际商务研究的是国家、企业或个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商业

性经济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商务活动的现实概貌及基本理论；国际商务的环境分析；跨国公司

的组织与战略；全球生产与全球营销；国际工程承包；全球人力资源管理；全球信息系统。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国际市场营销学

教材：《国际商务》，王炜瀚，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商务概论》，肖光恩，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2] 《国际商务》，冯宗宪，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6月，第一版

[3] 《国际商务管理》，孙国辉，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626

课程中文名称：WTO概论（Introduction to WTO）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总学时54学时（讲授54学时）。

内容提要：《WTO概论》的主要内容包括：GATT的多边贸易谈判和WTO的成立、WTO的基本原则、WTO的组织结

构与决策机制、WTO争端解决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WTO关税措施规则和非关税措施规则、WTO贸易救济措施（反

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与特保措施）、WTO部门多边协议、诸边贸易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中国人世承诺及人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国应对别国对华贸易救济措施，等等。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 世界经济

教材：《WTO概论》，苑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赵维田，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2] 《WTO概览》，芦琦， 法律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3] 《世界贸易组织法》，王贵国， 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824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经济合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总学时36学时（讲授36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经济合作主要介绍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合作领域、合作模式、发展趋势及相关理论，

从宏观角度分析当前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及国际经济协调的机制、模式、结果、矛盾及发

展趋势，从微观角度阐述了各类国际经济合作项目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运作程序及注意事项，包括生产要素

跨国移动机制、优化组合配置原理及实际操作规程。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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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国际经济合作》，潘婉雯、白云、冯晓宁、贾娟、王莉娟，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经济合作》，卢进勇、杜奇华、杨立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2] 《国际经济合作》，黄汉民、 钱学锋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二版

[3] 《国际经济合作教程》，陈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三版

课程编码：21037812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贸易地理（International Trade Geography）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总学时36学时（讲授36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贸易地理重点阐述了国际贸易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

境以及经济地理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地理格局的演变，世界三大类商品贸易地理，世界服务贸易地

理，国际贸易运输地理，以及中国大陆主要贸易伙伴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及其贸易规

模、贸易流向、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世界经济

教材：《实用国际贸易地理》，顾晓燕、陶应虎，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贸易地理》，竺仙如， 中国商务出版社，2010年1月，第六版

[2] 《国际贸易地理》，于志达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二版

[3] 《国际贸易地理》，赵苏，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826

课程中文名称：进出口商品检验实务（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ies Inspection Practice）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总学时36学时（讲授36学时）。

内容提要：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概论、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的法律地位和作用、签订对外贸易合同前的检验

检疫行政许可申请、报检单位、报检员、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报检、进口商品的检验检疫、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

进出口商品的运输工具检验检疫、进出口商品的检验鉴定业务、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的监督管理、进出口商品的

原产地证业务、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计费、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的签证与放行、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电子化、

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检验检疫法律责任。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法

教材：《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与检疫》，刘耀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二版

参考书目：

[1] 《进出口商品检验实务》，金海水 ，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8D%A2%E8%BF%9B%E5%8B%87&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9D%9C%E5%A5%87%E5%8D%8E&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9D%A8%E7%AB%8B%E5%BC%BA&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E5%AE%9E%E7%94%A8%E5%9B%BD%E9%99%85%E8%B4%B8%E6%98%93%E5%9C%B0%E7%90%86-%E9%A1%BE%E6%99%93%E7%87%95/dp/B002MUB5P0/ref=sr_1_3?s=books&ie=UTF8&qid=1383796175&sr=1-3&keywords=%E5%9B%BD%E9%99%85%E8%B4%B8%E6%98%93%E5%9C%B0%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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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理论与实务》，刘菊堂， 北京理工大学，2012年8月，第一版

[3]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洪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37808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货运代理实务（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ing Agent）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总学时36学时（讲授36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货运代理基本知识、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及相关国际组织；国际货运代理合同的签订；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业务、国际班轮运输业务、国际租船运输业务、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海运提单、国际航空运输业务、

国际陆路运输业务、国际多式联运业务和其他货物运输方式的业务流程及有关责任人的权利和义务。

先修课：国际贸易实务 经济法

教材：《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孙敬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朱华兵，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

[2] 《国际货运代理》，陈文汉，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2月，第一版

[3] 《国际货运代理》，陶广华，武立波，杨国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