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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框架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数

（实验） 

开课 

学期 

设课目的（阐述该课程在培养学生品德、知识、能力、体育或美

育的作用。在课程体系中与前后课程的关系） 

所属 

课程群 
开课学院 

通识 

课程 

大学英语Ⅰ 40 第 1 学期 

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的综合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 外语学院 

大学英语Ⅱ 48 第 2 学期 

大学英语Ⅲ  48 第 3 学期 

大学英语Ⅳ 56 第 4 学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第 1 学期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思想政治理论 

人文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第 2 学期 
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树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先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人文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第 4 学期 

培养学生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伟大的理论成果，是中

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先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人文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第 1 学期 
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基础知识，使其成为道高德重、

懂法守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 
人文学院 

形势与政策 16 第 6 学期 
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树立

坚定的政治立场，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适应能力。 
宣传部 

大学语文 32 第 2 学期 
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健康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汉语言文

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 
大学语文 人文学院 

军事理论教育 16 第 2 学期 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操,提高其人文素养 军事理论 学工部 

大学生就业指导 16 第 2,7 学期 
培养正确的择业观、求职的方法与技巧，增强择业意识，提高主

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就业创业 

招生就业处 

创业基础 16 第 2 学期 培养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和创业精神。 招生就业处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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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4 第 2 学期 
培养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切实提高心

理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心理学 学工部 

体育 64 第 1,2 学期 
培养体育与健康知识及运动技能，增强体能；培养运动兴趣和爱

好，形成坚持锻炼的习惯。  
体育 体育教学部 

计算机基础/计算机基础实验 48 第 1 学期 
培养学生计算机基础知识和 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

FrontPage、Internet 软件的应用能力。 
计算机科学 理信学院 

学科(专

业)基础课

程 

高等数学Ⅴ、Ⅵ 96 第 1,2 学期 

培养学生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为学习《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原理》、《计

量经济学》等课程和进一步拓展数学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数学 

理信学院 

线性代数 32 第 1 学期 

比较系统地理解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基本方法，

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数学基础；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后续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理信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56 第 3 学期 

正确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

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处理经济现象中

比较简单的随机问题的能力。先修课程：《高等数学Ⅴ》、《高

等数学Ⅵ》《线性代数》。后续课程：《统计学》。 

理信学院 

计算机应用 32 第 2 学期 

学习计算机编程知识，为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打好基础。先开课

程：《高等数学》，后续课程：《计算机应用实验》，《管理信

息系统》。 计算机科学 理信学院 

计算机应用实验 24（24） 第 2 学期 
熟练应用计算机编程知识。先开课程：《计算机应用》，后续课

程：《管理信息系统》。 

英语口语Ⅰ- Ⅳ 120 第 3-6 学期 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后续课程：《外贸英语口语》。 

英语口语 外语学院 

外贸英语口语Ⅰ-Ⅱ 64 第 5-6 学期 
培养学生在外贸领域的英语听说能力，先开课程：《大学英语》，

《英语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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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64（4） 第 2 学期 

学习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原理

和规范行为，并能运用一些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对有关

理论和模型进行实证性的描述和分析。先开课程：《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国

际经济学》等。 

经济学基础 

经管学院 

宏观经济学 56（4） 第 3 学期 

学习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相关

知识和分析工具对有关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能力。先开课

程：《微观经济学》，后续课程：《金融学》、《国际贸易》、

《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概论》等。 

经管学院 

统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实验 48（8） 第 3 学期 

学习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运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通过统计描述和统计推算来探索数据的内在规律。先修课程：《高

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 

经管学院 

金融学Ⅰ 32（2） 第 3 学期 

学习货币、信用、银行、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宏观调控等

知识，培养学生掌握观察和分析金融问题的正确方法。先开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续课程：《国际金融》、

《国际经济学》等。 

经管学院 

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验 48（8） 第 4 学期 
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政策、措施、组织等。先开课程：《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后续课程：《国际经济学》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理

论和方法 

经管学院 

国际金融/国际金融实验 48（8） 第 4 学期 

学习外汇与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

币体系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了解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的防范

技巧、国际结算的基本方法和国际金融投融资的基本技能。先开

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后续课

程：《国际经济学》、《国际结算》等。 

经管学院 

会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实验 56（8） 第 2 学期 
学习会计核算方法、成本核算，掌握基本会计账务处理流程和简

单财务报表的编制。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作》。 

管理学基础 

经管学院 

市场营销学Ⅰ/市场营销学Ⅰ

实验 
48（8） 第 4 学期 

学习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市场营销环境、研究市场

购买行为、制定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组织和控制市场营销活动的

基本程序和方法，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管理问题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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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先开课程：《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后续课程：《国际市场营销》。 

管理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实验 48（8） 第 4 学期 

学习管理学的基本知识，认识管理理论在管理实践活动中重要的

指导作用；培养学生科学、先进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技能。先开课

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线性代数》等，后续

课程：《国际市场营销》、《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 

经管学院 

经济法Ⅰ/经济法Ⅰ实验 48（8） 第 2 学期 

掌握我国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础知识和主要内容，了解最新法律规

定和经济法最新动向，学会运用经济法的有关法律法规解决现实

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后续《合同法》、《税法》、《国际

商法》、《国际经济法》等相关法律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先修

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经济法 经管学院 

专业课程 

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实验 
48（8） 第 5 学期 

学习国际市场营销的基本原理、理论，掌握国际目标市场营销战

略、策略，学会国际市场营销的实际运作方法。先开课程：《市

场营销学》，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 

营销与谈判 

经管学院 

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商务谈判

实验 
56（8） 第 6 学期 

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学会在谈判中根据谈判双

方的特点和谈判的具体情况，有方法、有步骤地进行富有成效的

商务谈判。先开课程：《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实务》，后

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56 第 5 学期 

培养学生进出口业务的基本技能，是外贸实务类课程的基础。先

开课程：《国际贸易》，后续课程：《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国

际结算》、《外贸函电》、《国际商法》、《出口业务操作》、

《专业综合实习》。 

外贸实务 

经管学院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 32 第 6 学期 

培养学生进出口业务单证制作的基本技能。先开课程：《国际贸

易实务》，后续课程：《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实验》、《专业综合

实习》。 

经管学院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实验 32（32） 第 6 学期 
培养学生熟练制作进出口业务单证的技能。先开课程：《国际贸

易单证实务》，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作》、《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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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函电 56 第 6 学期 

熟悉和掌握外经贸业务各环节中常用的各类专业用语、英语句型、

习惯表达方法和业务洽谈技巧，能撰写符合规格的外经贸业务函

电和草拟有关业务的合约、协议。先开课程：《国际贸易实务》、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作》、《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出口业务操作 56（56） 第 7 学期 

掌握外贸合同的各项交易条件，并能熟练地进行合同各条款的谈

判及外贸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工作，同时对违反合同的现象能预先

防范并能妥善处理好索赔、理赔工作。先开课程：《国际贸易实

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国际商务谈判》、《外贸函电》，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国际结算 32 第 6 学期 

掌握国际结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业务知识，学会各种结算方式的

基本操作程序。先开课程：《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

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作》、《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国际商法（双语）/国际商法（双

语）实验 
40（8） 第 7 学期 

掌握国际商事活动所涉及的主要法律，如合同法、代理法、国际

买卖法、国际产品责任法、票据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以及有

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先开课程：《经济法》、《合同法》、

《国际贸易实务》，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济合作

实验 
48（8） 第 5 学期 学习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务知识。先开课程：《国际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 经管学院 

专业拓展

课程（选

修）——

任选模块 

普通心理学Ⅰ 32 第 4 学期 
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为商务谈判打下基础。后续课程：《国际商

务谈判》 
心理学 人文学院 

证券投资/证券投资实验 40（8） 第 6 学期 

了解证券市场各种可利用的投资工具和证券市场的运作，掌握投

资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什么是投资机会，如何确定投资的

最佳组合，以及在投资出现问题时如何解决；掌握证券市场的基

本知识，熟悉证券市场的运作。先开课程：《微观经济学》、《金

融学》。 

经济知识拓展 经管学院 

合同法 32 第 5 学期 

理解和掌握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具体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

并能够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分析和处理各种合同实务问题。先

开课程：《法律基础》、《经济法》，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

经济法知识拓展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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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专业综合实习》 

税法Ⅰ 32 第 6 学期 

了解我国现行税制的基本体系，掌握各主要税种的法律法规、企

业对各项税收的计算和纳税申报等具体的税务处理方法。先开课

程：《法律基础》、《经济法》、《财政学》，后续课程：《专

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管理信息系统Ⅰ/管理信息系

统Ⅰ实验 
48（16） 第 5 学期 

了解和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结构和功能，提高运用信

息系统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先开课程：《计算机基础》。 

管理学知识拓展 

经管学院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40 第 5 学期 

掌握物流管理的基本概念，明白服务驱动型物流系统的理念，了

解物流规划的框架及物流管理领域的新进展；了解供应链管理的

基本理念，运用供应链管理的理念进行供应链系统构建、供应链

系统运作管理、供应链企业绩效评价等。先开课程：《管理学原

理》，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2 第 7 学期 

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规

律有较明确的了解，学会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企业实

际问题的方法，培养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能力。先开课程：

《管理学原理》。 

经管学院 

第三方物流 32（4） 第 5 学期 

通过学习第三方物流的业务内容、含义、作用等，掌握第三方物

流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对第三方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第三方物流

企业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先开课程：《管

理学原理》。 

 

民法 40 第 7 学期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刻认识民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原则，

全面掌握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提高运用民法学原理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先开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财务管理 40 第 7 学期 

掌握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概念和方法；熟悉营运资本项目

管理、投资管理、收入和利润管理的相关知识；掌握财务预算、

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的能力；树立现代财务管理的基本观念。先

开课程：《管理学原理》，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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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拓展

课程（选

修）--国际

贸易方向 

电子商务概论/电子商务概论

实验 
48（8） 第 4 学期 

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基本职能和基本原理，掌握电子商务

所涉及的信息技术。先开课程：《计算机基础》，后续课程：《电

子商务平台应用》、《专业综合实习》。 电子商务 

经管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应用 32（16） 第 5 学期 
能够承担电子商务站点的建设。先开课程：《计算机基础》、《电

子商务概论》。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对外贸易

实验 
40（8） 第 5 学期 

让学生了解中国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为将来的进出口业务

把握方向。先开课程：《国际贸易》。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

习》 

中国对外贸易 经管学院 

保险学 32 第 5 学期 

使学生树立保险学的正确观念，掌握保险学科的基本概念，初步

了解保险的基本业务，为学好其他保险业务课程打下基础。先开

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续课程：《国际货

物保险》 

保险基础 经管学院 

国际商务英语 32 第 6 学期 

培养学生英语在商务中的应用能力，为国际商务谈判打下语言基

础。先开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大学英语》；后续课程：

《出口业务操作》、《专业综合实习》 

应用英语 外语学院 

报关实务 32 第 6 学期 

了解海关通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机构、办理程序和方法，掌握

报关企业、报关员、海关基本知识及国家外贸管制的基本内容，

熟练计算进出口关税、国内环节税及各种费用，掌握一般进出口

货物等各类货物的报关流程，填制进出口报关单等。先开课程：

《国际贸易实务》。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作》、《专业综合

实习》 

外贸实务知识拓展 

经管学院 

国际货物运输 40 第 6 学期 

了解国际货物运输的途径、方式、路线，熟悉国际货运的基本规

则和公约、协定及惯例，掌握进出口货物运输的基本技能。先开

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作》、《专

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国际货物保险 40 第 6 学期 

了解国际货物保险的有关理论、法规，掌握办理进出口货物运输

保险的操作技能。先开课程：《国际贸易实务》、《保险学》，

后续课程：《出口业务操作》、《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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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地理 40 第 6 学期 

掌握国际贸易地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学会用综合分析和区

域分析的方法，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实际问题，适应我国对外

贸易市场多元化的需要。先开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后续课

程：《出口业务操作》、《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期货交

易理论与实务实验 
40（16） 第 7 学期 

了解期货交易的基本知识，掌握分析期货的具体方法，从而为熟

练进行期货操作打下基础。先开课程：《金融学》。 
金融学 经管学院 

市场调查与预测 32（6） 第 7 学期 

掌握市场信息的调查与预测的方法。先开课程：《市场营销学》、

《统计学原理》，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习》、《科研训练与

课程论文》、《毕业论文》 

市场学 经管学院 

专业拓展

课程（选

修）--国际

经济方向 

计量经济学Ⅰ/计量经济学Ⅰ

实验 
40（8） 第 4 学期 

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以及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估计、检

验等基本方法，掌握建立模型的方法，以及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一

般的经济模型进行数量分析的基本技能。先开课程：《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统计学原理》、《微观经济学》等 

经济学知识拓展 

经管学院 

发展经济学 40 第 4 学期 

了解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特殊的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

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及相关解决办法。

先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经管学院 

产业经济学Ⅰ 32 第 6 学期 

了解产业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体系，学会理解并分析一

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理解整个经济系统产业之间的投入

产出关系，能够利用现代分析工具分析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关

系，并且能够利用学过的知识理解和分析国家的有关产业政策。

先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经管学院 

财政学 32 第 5 学期 

了解财政的基本职能、财政收入与支出、税收理论与制度、国债

理论与管理及国家财政政策应用等方面的知识，掌握财政分配活

动、财政政策、财政制度的建立、运行状况等基本理论和规律。

先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续课程：《税

法》、《国际税收》 

经济学知识拓展 经管学院 

公共关系学 40 第 6 学期 
了解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公共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公共关系的

三大要素、机构以及公共关系的工作程序；掌握公关技巧，对组
管理学知识拓展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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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象分析与形象设计、公关交际与自我推销等有十分清醒的认

识，具有实际应用的潜能。 

国际经济学 40 第 5 学期 

通过对国际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掌握稀缺的经济资源在全球

范围内实现最有效分配的理论，以及各国由此发生的经济关系中

应该采取的政策，掌握分析国际经济现实问题的方法和基本思路。

先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 

经管学院 

世界经济概论 32 第 5 学期 

对当代世界的国际经济关系及支配国际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各种

因素有比较全面、充分和客观的认识，掌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

系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区域经

济一体化等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先开课程：《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经管学院 

国际税收 32 第 6 学期 

掌握国际税收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律规定，掌握跨国

课税对象征税的国际规范、所得的国际重复征税及其减除方法，

国际避税与反避税、国际税收协定以及课税的国际协调等。先开

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后续课

程：《专业综合实习》 

经管学院 

国际经济法 40 第 7 学期 

熟悉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规则，掌握解决国际经贸关系法律问

题的方法和能力。先开课程：《国际贸易实务》、《经济法》、

《国际商法》、《合同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 

国际经济法 经管学院 

素质教育

课程（选

修） 

文化素质类课程 32/门 第 2-8 学期 培养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 人文艺术 
人文学院、艺术

学院、传媒学院 

自然科学类课程 32/门 第 2-8 学期 培养大学生自然科学素质。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类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