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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一）基本情况
1、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援助发展中国家学历学位教育项目是
商务部利用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款项，主要为受援国培养高端经贸商
务官员、管理人才而专门设立的，致力于培养政治、经贸、外交、
农业、科教文卫、能源交通、公共管理等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为推动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包括 1 年
制硕士学位项目、2 年制硕士学位项目和 3 年制博士学位项目。项
目主要资助受援国政府官员、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相关领域中高级
管理人员等来华全英文攻读硕士、博士学历学位。由于学制较短，
要求学员必须事先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相应领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以便及时和充分理解授课和学习内容，要求学员有较好的健康状态，
以便适应高强度学习并最终获得学位。
该项目自 2008 年创办以来，已先后招收并培养了 1695 名发展
中国家的学员，除目前尚在校学习者外，已有 835 名获得硕士学位
的学员毕业并回国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为所在国家和中国的经贸
合作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受到所在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承办的 1 年制发展中国家工
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旨在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管理人才
开设，目的在于增强学员运用经济管理理论和经济研究方法的能力，
加深学员对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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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实践的理解，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与交
流。

鉴于该项目在发展经贸往来、促进友好关系发展中取得

的良好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将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促进
教学质量提高。我们相信您通过此项目获得学位后，必将拥有一个
更加美好的人生未来。

2、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为处级（含处级）以上政府官员、院校系主任级
以上的学术机构负责人或级别相当的行政管理人员，英文水平
可胜任学业，非英语国家可提供有效的英语水平证明。
3、培养目标
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转型与发展需要，发展中国家
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的主要培养目标为：
（1） 培养具有扎实工商管理专业知识和经济政策分析
能力的经济管理人才；
（2）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贸易、投资合作；
（3） 增进学生对中国及其经济发展的了解，促进发展中
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与合作。
4、招生计划
2016 年发展中国家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将从各发展
中国家选拔 25 名处级或相当级别官员作为培养对象。
英文授课，
全日制脱产学习。学制一年，学习年限为一年。
5、资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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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对外援助款项下资助学校
教学及其管理有关的费用和学员基本生活有关的费用。教学费用包
括学费、教材资料费、调研与考察费、毕业论文指导费等；基本生
活费用包括住宿费、生活费、一次性安置费、综合医疗保险费等。
其中，安置费 3000 元人民币，一次性拨付给学员本人；生活费（硕
士研究生每人每年 36000 元人民币，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 42000 元
人民币）由项目实施单位分期逐步发放给学员本人。其他费用由商
务部或学校统筹管理使用，不发放给学员。

（二）学校介绍
1、北京师范大学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985 工程”
和“211 工程”研究型综合性重点大学。学校本部位于北京市中心地
段，交通十分方便。全日制在校生约 23900 人，其中：本科生约 9900
人、研究生约 12400 人、长期留学生约 1500 人。现设 1 个学部、26
个学院、2 个系、43 个研究院。馆藏文献 440 余万册，数字资源量
约 26000GB，其中电子图书约 2200GB。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2002 年，北京
师范大学成为首批拥有自主设置本科专业审批权的 6 所高校之一。
现有本科专业 62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148 个、博士学位授
权二级学科点 108 个、博士后流动站 25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6 个。5 个一级学科、11 个二级学
科获批国家重点学科，2 个二级学科获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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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5 个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9 个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1 个交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学科点覆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 12 个
学科门类，形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发布的 2012 年一级学科评估（第三轮）结果，我校教育学、
心理学、中国史、地理学、生态学 5 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中
国语言文学、戏剧与影视、系统科学 3 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二，共有
10 个一级学科排名前五，17 个一级学科排名前十，24 个一级学科
排名前二十。在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 2015/16 世界
大学排行榜中，我校排名第 232 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排名第 8 位。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广泛。学校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300 所大学、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与美国、英国、日本、
韩国及加拿大等国家的 50 多所大学有交换留学生项目的合作。学校
先后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
加拿大道森学院和舍布鲁克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意大利马切拉
塔大学、美国威廉玛丽大学合作建立了 8 所孔子学院。长短期留学
生来自 100 个国家和地区，秋季在学长期留学生近 1500 人，其中学
历生占 70.1%。

2、承办院系介绍：新兴市场研究院
新兴市场国家即经济增速高、工业化速度快的亚、非、
拉美、东欧国家。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崛起，新兴市
场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显著。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中国，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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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以及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
多，越来越深，贸易、投资、政策协调、人文交往等方面相
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研究新兴市
场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探讨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深入
的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
进一步健康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成立了
新兴市场研究院。
从性质上讲，新兴市场研究院是一个智库机构，致力于
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新型智库。自成立以来，研究院积极参加
与新兴市场相关的各项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新兴市场发展相
关的文章和著作，积极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部门培训高端
经济管理人才。
研究院直接参与了新兴市场全球论坛、新兴市场非洲论
坛、新兴市场欧亚论坛的各种研讨会，并就如何打造中非经
济合作升级版、如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构建中拉经
济合作新框架、如何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
展等重大问题提出看法，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研究院邀请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新兴市场论坛、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 20 多场关于
中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合作的精彩报告；研究院关于中拉经济
合作新框架的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成果等，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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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很好的积极反响；
新兴市场研究院从 2014 年开始设立了发展中国家硕士
项目，为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
培养经济管理人才，也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好评。为确保发
展中国家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教学质量，北京师范
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已遴选了一批在教学、科研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的教授担任授课教师。他们具有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
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华威商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德国科隆大学和荷兰蒂尔堡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习或
任教经历，部分教师还曾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任职，具有丰富的跨国研究、
英语教学和国际实践经验。
3、留学生生活环境和条件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有五个留学生公寓，总建筑面积近 50000 平
方米。房间均配备单人床、床上用品、书桌、书架、座椅、台
灯、电话、冰箱、保险箱、空调、热水壶、衣柜。公寓配有公
共教室、会议室、自助厨房、自助洗衣房、自助银行、网络、
商品部、旅游咨询、健身、咖啡西餐等设施和服务，接待来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短期留学生外，还可提供各类会议、团
队和临时用房。
（三）教学安排
1、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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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的学生需在 1 年内
取得 31 个学分，所修课程全部为必修课程。

课程类别

学位基础课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管理经济学

3

54

秋季

涂勤
潘庆中

发展金融

3

54

秋季

裘建颖
Pompeo Della Posta

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2

36

秋季

胡必亮

新兴市场经济
（亚洲经济、非洲经济、拉
丁美洲经济）

3

54

秋季

Rajat Nag
Claudio Loser
李安山、刘海方

中文基础

4

72

秋季

李娜

管理统计学

3

54

秋季

潘浩然

中国经济

3

54

春季

胡必亮
陈默

学位专业课

胡必亮
涂勤
Chen, Chunlai
Carsten
Herrmann-Pillath

公共必修课
必修环节

中国经济社会调查

3

54

春季

中国转型政治经济学

2

36

春季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中国

2

36

春季

Chen, Chunlai

中国概况

3

54

秋季

王新松

毕业论文

--

--

总学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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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授课教师名单如有变化，请根据每学期实际情况为准。

2、教学方式
全部课程用英语讲授。课程教学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
综合运用课堂讲授、小组研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组织小
型学术问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和方法。
每位学生至少要参加两次实地调研活动，包括参观考察中
国的一处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一处相对不发达地区，考察当地
政府、企业、银行、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中归纳总结出经
验教训，并联系本国实际进行比较分析，至少撰写两篇调研报
告。该调研报告的质量得分计入“中国经济社会调查”课程成绩。
3、学期安排
第一学期：2016 年 9 月 4 日报到；
第二学期：2017 年 2 月 27 日报到；
毕业时间为 2017 年 7 月中旬。
4、毕业论文
（1）毕业论文要求
学生结合学习内容，联系经济管理的实际问题，撰写硕士
学位论文。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性论文，也可以是高水平的案
例分析、调研报告。鼓励学生结合本国实际问题选题。论文内
容应体现学员运用经济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学校将根据每位学员选题，为其安排专门教师指导其论
文写作。论文行文须概念准确、语言通达、数据准确、结构完
整、持之有据。论文要求用英文写作，字数一般应在两万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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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之间。
（2）论文答辩要求
答辩要求用英文进行，且在中国进行。
5、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践等环节，
修满 31 学分，成绩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相关要求者，
准予毕业并颁发硕士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硕
士学位证书。
二、申请办法
（一）申请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与北京师范大学规章制度，尊
重中国风俗习惯；
2、非中国国籍人士，持有效外国护照；
3、获得学士学位；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5 岁；
4、托福成绩高于 560 分（纸考）或 220 分（机考），或新托福
成绩高于 85 分，或雅思成绩高于 6.0 分，或其他英语语言证明
材料。母语为英语者或大学教育完全由英语教学的申请者无须
提供英语考试成绩；
5、院校、科研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有关行业领域中
层以上管理人员、业务骨干或中级以上职称技术人员。有一定
职务级别，有领导决策经验者优先考虑；
6、发展中国家处级及以上政府官员，或级别相当的中高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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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7、身体健康，能胜任学业，无中国法律法规禁止入境的疾病；
8、申请人须经中国驻其所在国使馆推荐。
（二）申请程序
1、入学申请
填写电子版的“发展中国家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申请表”，
打印并签名，注明填表日期（申请表格请参见附件）,并扫描签名版
申请表。

2、奖学金申请
操作步骤：申请人须登录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来
华留学网（http://laihua.csc.edu.cn/）
，注册登录后，依次选择“在
线报名”“中国政府奖学金”后进入申请页面，并依提示填写学校、
专业信息和个人信息等内容。最后形成并打印 201 表格，并签
名，供申请来华留学签证时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的受理机构编号为 10027，专业为“管理学”，
专业方向为“工商管理”。
3、材料准备
在提交申请前请备妥以下资料：
（1）单位推荐信：由申请人所在的机构出具推荐信，介绍申请
人基本情况并表明愿意推荐其来华参加学习。
（2）学术推荐信：由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个人出具推荐信，介
绍申请人的学术背景、专业方向、过往业绩和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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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往学历学位证明复印件：包括上一学历《毕业证书》
《学
位证书》等复印件。
（4）成绩单复印件：学生在上一学历主要课程学习成绩单复印
件。
（5）个人简历：个人背景资料及高中以后学习和工作经历。
（6）个人陈述：个人对来华学习相关专业的设想和目标。
（7）研究计划：个人在华学习期间希望完成的学习和研究任务。
（8）普通护照复印件：护照照片页复印件，清晰显示姓名、护
照号码等信息。请勿使用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提交申请。
（9）语言水平证明复印件：仅限非英语国家，申请人近期托福、
GRE 等水平考试的成绩要求。
（10）2 张近 3 个月免冠白底 2 寸照片。
（11）体检表：近 1 个月的体检结果，证明申请人非患有严重
传染病或影响所学专业的残疾或其他中国政府不允许入境的其
他疾病。
4、提交申请
（1）将上述 1、2、3 步形成的原件及其扫描电子版文件递交给中国
驻所在国大使馆经商处。

（2）书面请求经商处出具推荐函，并在该书面请求中注明，如
所报学校名额已用完，是否接受调剂到其他学校相同或类似的
专业攻读学位。如有其它特殊说明一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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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1）提交的所有材料均应以英文或中文书（印）就，如果提交
的文件中有非英文或中文书（印）就的，应提供经过认证的英
文或中文翻译件。
（2）
《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
《成绩单》
《语言水平证明》等重
要文件，除提交复印件外，还需同时提交原件，供中国大使馆
经商处人员核验。
（3）所有纸质文件（包括原件和复印件）经使馆经商处核验后，
应一并索回，并妥善保管。一旦您被录取，应将这些纸质文件
带到中国并交给学校指定的部门审核并存档。
（三）截止日期
材料接收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31 日，超过该截止日期
的材料将不予受理。
三、其他重要说明
（一）联系方式
学校联络人
姓名：李芃芃
电话：58804258
传真：58804258
电子邮箱：emi@bnu.edu.cn
网站:http://emi.bnu.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 209 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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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说明
1、无论申请结果如何，所有申请材料将不予退还。
2、无论是否录取，中国政府将不做解释说明。
3、不提供配偶、子女来华探亲的各项费用。
4、来华手续及其有关要求等将在录取文件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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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中国家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of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请用英文填写此表/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English.
请填好此表后，打印并签上名字和日期/Please fill the form, then print it out and sign on it.

1．基本情况/Person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护照用名
Passport Name

姓/Family Name：
名/Given Name：

照
片
Photo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性别/Gender：

国籍/Nationality：

已婚/Married：□ 未婚/Single：
□

护照号码/Passport No.：
有效期至/Valid Until ______年/ Yr. ___月/ Mon.日/ Day
出生日期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Date of Birth：Yr.
Mon.
Day

出生地国家城市
Place of Birth： Country

宗教信仰/Religion：

母语/Native Language：

目前工作情况/
Current Employment
电话/Tel：

所在机构/ Employer：

地点/Location：

职业/Occupation：

职务/Position：

传真/Fax：

电子邮箱/E-mail：

永久通信住址 /Permanent Address：
2．教育背景/Educational Background(from tertiary education)
2.1 Highest Diploma
Name of School

School Location

Major/Subject

Degree Obtained

Years Attended(from/to)

Teaching Language

2.2 Other Diploma, if applicable
Name of School

School Location

Major/Subject

Degree Obtaine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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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Attended(from/to)

Teaching Language

2.3 Other Diploma, if applicable
Name of School

School Location

Major/Subject

Degree Obtained

Years Attended(from/to)

Teaching Language

3．工作经历/Employment Record
所在机构
Employer

起止日期
Time (from/to)

从事工作
Work Engaged

职务
Position Held

4．语言能力/Language Proficiency
4.1 英语/English：很好/Excellent

□ 好/Good □ 较好/Fair

□ 差/Poor □ 不会/None

4.2 我的英语水平可以用英语学习 /I can be taught in English：是/Yes □

□

否/No □

4.3 可提供的证明英文水平的材料：Documents which can show your English lev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亲属情况/Family Members
姓名/Name

年龄
/Age

职业/ Occupation

配偶
Spouse
父亲
Father
母亲
Mother
6．曾发表的作品和论文/Publications and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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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请 人 在 递 送 本 申 请 表 的 同 时 ， 请 提 交 以 下 材 料 / Please submi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1） 照片：两张本人近期护照照片，其中一张粘贴于申请表/Two recent photos of
passport size. One photo should be stuck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2） 体检表：近 1 个月的体检结果，证明申请人非患有严重传染病或影响所学专业
的 残疾 或其 他 中国 政 府不 允许 入 境的 其 他疾 /Physical examination. Must be
examined in the recent month. Results must indicate that you do not carry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no disabilities that will affect your studies, or have other diseas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forbid your entry.
（3） 最 后学 历 证明 （ 经公 证的 复 印件 ） /A formal degree certificate of your highest
education (notarized photocopy)
（4） 学 习 成 绩 单 （ 原 件 或 经 公 证 的 复 印 件 ） / Academic transcript of your highest
education (original or notarized photocopy)
（5） 个人陈述（英文）/ Personal statement (in English. Please make a detailed stat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your academic background, work/research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research proposal, future career plans and intensions, etc.)
（6） 个人简历（英文）/ CV (in English)
（7） 两封推荐信（英文或中文原件）/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original in English
or in Chinese)
（8） 护照复印件/One photocopy of your passport
（9） 英语水平考试成绩单复印件（母语、官方语言和大学授课语言皆非英语的申请
人需提供英语水平证明材料，包括托福或雅思考试成绩；GRE 考试成绩亦可）/
Photocopies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results（For applic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official language and instruction media of tertiary education are not English,
evidence of English proficiency must be demonstrated by a minimum TOEFL or
IELTS test score; a GRE score is desirable but not required.）
注：上述申请材料需提交英文或中文原件，或经公证的英文或中文译文。
The documents provided should be 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English or in Chinese;
otherwise notarized translations in English or in Chinese are required.
无论申请人是否被录取，上述申请材料恕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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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will not be returned whether the applicant is accepted
or not.
◆申请人保证/I hereby affirm that

（1）上述各项中所提供的情况和材料是真实无误的；/All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I provided above
are true and correct;
（2）在校学习期间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不从事任何危害中国社会秩序的、与本
人 来 华 学 习 身 份 不 符 合 的 活 动 。 / I shall abide by Chinese laws, decrees and rules,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y, and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y in China which is deemed to be adverse to the social order
of China and are inappropriate to the capacity as a student.
申请人签字/Signature: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_
（无申请人签名，申请无效/ The application is invalid without the applicant’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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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发展中国家工商管理硕士（IMBA）项目课程介绍
1、发展金融: 课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讲解金融
及发展的基本理论，探讨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帮助学生
理解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的促
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
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讲授通过什么
样的方式来促进与发展相关的融资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融资、农业与农村发展融资、工业化融资、城镇化融资、环境
保护融资、医疗保险融资等等，以促进发展得以可持续进行。
2、管理经济学: 本课程向学生介绍经典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基本
理论，使其了解并掌握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以经
济学家的视角了解国家的经济运行、经济政策和企业的生产销
售决策，理解现实问题。本课程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微
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生产者、消费者、市场）作为
研究对象，研究其生产、消费、合作等经济行为；而宏观经济
学则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概念，来
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研究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等宏观问题与政策。
3、管理统计学: 讲授统计学基础知识,包括数据描述技术、数据
收集与抽样、概率论及概率分布、统计估计、假设检验、统计
推断、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统计建模、非参数统
计、时间序列分析与预测、统计决策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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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文基础: 这门课为中文基础入门课，授课对象为没有任何
中文基础的学生。课程从介绍基本的汉字笔画和拼音规则开始，
在课程的前半部分让学生熟悉基本的汉字和拼音，掌握拼音的
发音和顺序。课程的后半部分介绍基本的中文日常对话，在书
写上以拼音为基础来练习，同时在口语上注重练习对话和日常
用语。
5、新兴市场经济（亚洲经济、非洲经济和拉丁美洲经济): 本课
程重点关注亚、非、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
这些国家一般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基
础设施不发达，市场体制不健全，经济发展处于重要的转型期，
面临与中国相似的挑战与问题。课程重点介绍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禀赋、经济发展过程、目前存在的问
题以及政策选择。课程由四位长期从事新兴市场国家研究的专
家讲授，分别侧重于拉美、非洲、亚洲国家的相关分析。学生
可比较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异同，并思考不同国家应选择的发
展道路，从而拓宽其国际商业视野，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发现
新的商业机会。
6、中国经济: 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概况，侧重于改革开放后中国
经济发展的成就、经验、困难、解决方法。该课程以中国的经
济地理与中国经济史为铺垫，以近代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发
展理论和经验为背景，借鉴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中
的政策方针，阐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概况。课程从农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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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劳动力、国有企业等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所遇到的
特有问题和解决思路，使学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问题有
所理解，并促使其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启示意义。
7、中国概况（中国政治与发展): 本课程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
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对政治发展的引导；全球化对中国政
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近代中国经济结果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国为什么能在 20 多年间保持稳定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
政治体制与高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学生在本课程中会了
解到有关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民众的政治参与，政府
的政策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知识，旨在培养学生对当
代中国政治和发展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8、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本课程向学生系统介绍如何写学位论文
的基本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论文写作的
基本过程、如何选题、如何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何做文献综
述、如何设计调查问卷、如何写开题报告，以及如何组织论文
等。
9、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中国: 本课程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及
中国的相关情况作了基本分析。主要内容包括：WTO 的原则和
作用；WTO 与关税贸易总协定；WTO 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对
外直投影响因素分析；跨地区重组与兼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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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的影响。本课程重点关注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选择。
10、中国转型政治经济: 通过本课程使学生了解中国经济发展
及体制变革的影响因素。第一部分的授课内容侧重 20 世纪中国
现代化改革所导致的一系列体制遗留问题，例如人口结构变化、
城市化、农村发展及中国经济全球化问题。第二部分侧重于中
国经济与社会变化，以及与经济行为相关的中国文化因素影响。
第三部分讲解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挑战。课程
非常重视对中国实践经验的展示与剖析，同时结合转型理论和
相关国际经验进行比较分析。
11、中国经济社会调查: 本课程主要是结合《发展理论》
《中国
经济》
《中国转型政治经济学》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中国》
《学
位论文写作方法》等课程所讲授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带领
外国学生到中国农村、城市、工厂等进行实地社会经济调查，
一方面使学生更好的理解他们从课堂上所学到的相关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使外国学生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有比较深入
的了解。此外，也将直接有助于学生通过实地社会经济调查产
生感受、取得信息，将中国的情况与他们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
为他们的论文写作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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