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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S C H O O L  O F  E CO N O M I CS
N A N K A I  U N I V E R S I T Y

经济学科是南开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具有悠久的
发展历史。1919 年张伯苓创校，设立文、理、商三科；
1923 年南开大学文科下设经济学系、创立经济学科；
1931 年由经济学系与经济研究所组建经济学院，开中国
大学之先。1935 年起我院开始培养经济学研究生。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重建，并在
全国高校中率先重建了金融学等本科专业，新建了国际经
济、保险学等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急需的新专业。在近百
载的发展历程中，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秉承“允公允能、日
新月异”的校训，传承学术传统精髓，锐意进取创新，以
有明显优势和特色的重点学科为依托，发挥学科综合优势，
通过优化、综合、交叉、延伸，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
国际知名的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经济科学研究创新基地、
国际学术交流基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库。

经济学院建筑面积为 20000 平方米，有独立的教学楼、实
验中心和办公楼。南开大学图书馆经济学分馆设在经济学院楼
群内，拥有中外文藏书 20 余万册。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实验条件、
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优秀的师资队伍，使经济学院成为经济学人
才成长的摇篮。

经济学院学科专业门类较为齐全，是拥有学士、硕士、博
士等多层次教学和学位授予权的教学科研单位。学院设置四系
七所（具体参见下图），共计十一个教学科研单位。

经济学院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2 个国家级一级重
点学科，均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理论经济学和应
用经济学 2 个博士后流动站；覆盖经济学门类的 16 个二级学科，
其中，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史、
国际贸易学为国家级二级重点学科。

经济学院所在的经济学科是南开大学“双一流”建设方案
中率先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第一层次学科群之一。

目前，我院全日制在校学生共计 2276 人；四系招收四个
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为 1286 人。

学院特色

学院历史

学院概况

学科影响力

硬件条件

系所设置与人才培养

本科生 1286 人

专业硕士 215 人

科学硕士 399 人

博士研究生 376 人

学院专任教师情况分析图

目前学院有

全日制在校学生

2276 人

目前经济学院拥有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经济实验教学中心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世界经济概论

国际贸易实务

商业银行管理学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导论

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团队
市级优秀教学团队——经济实验教学团队；西方经济学教学团队

经济学院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经管法试点班”、
“经济学伯苓班”、“人文社科专业（商务经济学）与非通用
语专业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等特色人才培养班；并与
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合作建立了多个实习基地，努
力为本科生的成长创造条件；优秀本科生可以被免试推荐继续
攻读硕士学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推行“双轨制”，学生
在完成第一年学习后可选择以科研为导向、提前进入博士课程
学习，或以就业为导向、重点进行应用性课程学习和实习，更
好地满足了学生职业发展规划与需要。

四系 七所   

      经济学系       经济研究所       台湾经济研究所

      国际经济贸易系       国际经济研究所       城市与区域经济

      财政学系       数量经济研究所       研究所

      国际商务系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财金研究所

56%

18%

9%

17%

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时与经济研究所教师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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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经济学科评估排名

评比类型
评比结果

年份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全国第四轮学科
评估 2017

评估结果为 A 评估结果为 A- 2017

中国人民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术

成果评价研究中

心举办的《2017

年度复印报刊资

料转载指数评价》

学科转载位列第 3 名

综合指数位列第 2 名

学科转载位列第 2 名

综合指数位列第 2 名 2018

南开大学经济学科牵头创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是迄今为止全
国唯一一个经济类“2011 协同创新中心”，与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四家单位协同共建。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咨政建言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拥有三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2 年 8 月，2000 年 9 月被
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
是我国最有影响的跨国公司研究基地之一。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是教育部与
南开大学共建，面向全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APEC 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5 年，由外交部、商务部、教
育部和南开大学共同建立，1999 年获批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 年在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中国 APEC 研究
院。

师资力量

科研成果

专职教师   教授、
研究员

  副教授、
副研究员

  讲师、
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院拥有教职员工 197人，获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超
过 98%。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研究力量雄
厚、成果卓著。学院教师不仅在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和国外一流
期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承担完成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以及
商务部、外交部、国台办、天津市政府等中央和地方政府委托
的课题。

近年来我院大力引进海外师资人才，有来自于英国剑桥大
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等著名高校的优秀学者加入了学院教师行列，使
学院的教师队伍在学缘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得
到显著优化，成为一支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优秀教学科研团队。

学院有多名教师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或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各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委员会委
员、中央马克思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一批教师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国家级
教学名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级领军人才、教育部
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多名教师入选“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
划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中宣部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以及国家人社部、天津市各类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

153 名 60 名 59 名 34 名

2019 年经济学院主要科研成果 近 5 年科研成果

新增课题

国家级重点项目 3 项 国家级重大项目 9 项

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30 项 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179 项

出版学术著作 2 部 出版学术著作 57 部

发表学术论文 222 篇 发表学术论文 1213 篇

经济学院招收四个本科专业：经济学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财政学专业和商务经济学专业，四个专业均授予经济学学
士学位。

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
能力、善创新”的高素质人才，经济学院本科学生自 2015 级开
始按照经济学大类招生。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实行大类培养，
在一年的公共基础课程学习之后进行分流，进入专业学习阶段。

专业介绍

经济学专业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理念，
依托以“史论结合”和“社会调查”为突出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人才培养体系，使学生熟悉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掌握经
济学的思想体系、发展脉络和最新前沿，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
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培养经济学理论基
础扎实、知识宽厚、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人才，能
够胜任理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经
济管理工作。2019 年，“经济学”专业入选教育部公布的首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商务经济学专业专注于“宽基础、国际化、重应用”的培
养特色，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旨在培养具有正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素
养和科学精神，具备较强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掌
握扎实的商务知识，精通商务活动实际操作技能，具有国际化
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和应用型商务人才。学生将掌握实际商
务决策、市场营销、公司理财、国际市场调研分析等业务的专
业知识和实操技能，熟悉国际商务环境，具备较高的商务英语
水平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解决复杂商务问
题，能在工商企业、跨国公司及商务中介机构、政府职能部门
胜任商务工作。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秉承南开“公能”
素质教育理念，培养具有扎实经济学理论基础、熟练掌握现代
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工具、具备创新意识和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的
优秀人才，要求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国情、熟悉世界经济运行规
律与规则、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突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未
来能够胜任前沿学术研究或政府、国际机构、跨国公司等部门
的经济管理和商务交流、业务创新与拓展工作；通晓国际经贸
相关法律和惯例、熟练开展跨国商务交流与合作；具备自主学
习和深造能力 , 在业务领域更新技能，发展事业。2019 年，“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入选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财政学专业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南开大学“公能”素质教育理念，基于“财
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战略定位，着力培养具
备系统扎实经济学素养与德、智、体、美等全方面发展的，主
要从事财政、税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和财税理论研究人才。学

经济学专业

商务经济学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财政学专业

生将成为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切实掌握前沿公共
财政理论与技术手段，熟谙国际财税实践和我国财政税务改革，
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
能力的“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复合型高级财经
人才，以及能够服务于财政、税务及相关经济领域的应用型及
理论型人才。

国际交流
经济学院注重国际交流，与欧洲、北美、澳洲、亚洲等地

区的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不仅在学术研
究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而且在本科生、研究生的短期交
流和联合培养方面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学院每年邀请大约 30 余名外籍专家、教授来学院讲学、开
展学术交流。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 • 弗里德
曼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威廉 • 诺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与回顾 - 改革开放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和南开 - 伯明翰联合研究院
英方负责人大卫·迪克森共同联合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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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国家机关

国内升学

国企

出国（境）

事业单位

未就业

三资

民营

2019 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豪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威廉 • 伯克
利经济和商业讲座教授托马斯 • 萨金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欧元之父”罗伯特 • 蒙代尔，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诺贝尔
经济学奖委员会前主席、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系研究
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阿瑟 • 林德贝克等国际著名学者都曾来学
院讲学。同时，学院非常注重教师的国际交流，近三年来累计
派出教师 200 余人次赴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进行长、短期交流访问，学院绝大部分教师具有海外
留学和交流经历。

在人才培养国际化方面，经济学院也探索建立了多种联合
培养机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美国杜克
大学和罗格斯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等建立了本科联合培
养机制；与英国伯明翰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诺丁汉大学、卡
迪夫大学以及美国德州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高校建立了
硕士生、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每年有百余名本科生到欧、美、
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进行学习交流，或参加学
院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3+2”、“3+1+1”项目获得双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每年有十余名硕士研究生参与学院和英国伯明翰大
学、格拉斯哥大学、诺丁汉大学、卡迪夫大学以及美国德州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高校合作的联合培养项目并获得双硕士学
位；每年有 20 余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公费支持，赴英、美、日高
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南开大学牵头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统计局等单位成立的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探索建立了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为加强学生培养的国际化，每年资助 30 余名本科生到国外名校
进行为期 1 学期至 1 学年的学习。

2019 年各类学生出国总人次为 141 人次，其中，本科生出
国为 109 人次。

毕业去向
2019 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有毕业生 605 人，其中本

科毕业生 291 人，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为 94.38%。本科毕业
生中，国内升学 103 人，占比为 35.40%；出国（境）留学 93
人，占比为 31.96%；就业 72 人，占比为 24.74%。

毕业生国内升学情况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2019 届本科毕业生共有 103 人选择国

内升学。其中，有 64 人选择继续就读本校，占本科毕业生国

内升学总人数的 62.14%；其他本科毕业生主要去向为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

24.74%7.9%

35.4%

55.56%

31.96%

9.72%

知名校友

本科毕业生

去向构成

本科毕业生

去向构成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堂：

王    毅：

王一鸣：

王安顺：

王稼琼：

叶冬松：

孙    煜：

杜    江：

李善军：

宋    哲：

张文才：

陈    舜：

尚斌义：

易小准：

周海冰：

郑之杰：

宗国英：

段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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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曾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毕业生出国（境）留学情况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共有 97 人选择出国（境）

留学，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6.03%，高于前一年的 10.06%，

其中包括本科毕业生 93 人、硕士毕业生 4 人。出国（境）留

学毕业生去向主要分布在 9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 39 人选择

前往美国高校就读，占全部出国（境）留学毕业生总人数的

40.21%，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去往中国香港、

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就读的毕业生占比分别为 15.46%、

15.46%、12.37%、10.31%。

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

2019 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有 72 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就

业工作。从就业地域来看，在北京、上海、广州就业的毕业生

最多，达到了本科毕业就业学生总人数的 37.5%，其次是天津

和西部地区。

天津

北上广

其他东部省份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经济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经济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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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与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22-23495062
学院网址：http://economics.nankai.edu.cn/homepage/index.aspx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部级）、

党组成员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河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国

家旅游局副局长

美国康奈尔大学肯尼斯·罗宾逊终身讲席教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曾任亚洲开发

银行副行长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世界贸易组织（WTO）副总干事

南开大学终身校董、涌现科技总裁

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云南省人民政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曾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

曾任水利部副部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企业

与投资司司长

经院本科人才培养 - 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