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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20200）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工商管理学科建于 1980 年，1990 年获企业管理专业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获企业

管理专业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企业管理专业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1 年，增设技

术经济及管理专业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2005 增设会计专业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2009 年增设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0 年工商管理学科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工商管理

类本科专业有市场营销、会计和工商管理三个专业。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在培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MBA、EMBA 等教育和科

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高级管理人才。 

我院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师资力量雄厚，专业方向特色鲜明。现有全职教师近 50 余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23 人，博士生导师 11 人；学科下设专业方向：军民融合与组织创新、技术经济及管

理、创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与财务管理六个专业研究

方向，加上 EMBA、MBA 和会计硕士三个专业学位，我院工商管理学科几乎包括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所

有下设的学科专业领域和项目。另外，按我院行政组织体系架构，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涵盖技术经济

及管理系、市场营销系、会计系和人力资源管理系。 

学科专业方向及其优势特色如下： 

1.军民融合与组织创新：突出国防与军工特色，在军民融合发展、组织模式、创新方法等领域

实现重点突破，以适应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广泛需求。重点研究寓军于民、军民结合的科技创新

体系构建，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扩张、转移及组织创新、机制设计，高层次创新团队构建、科

技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等问题 

2.技术经济及管理：本学科方向一是围绕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部署，重点研究技术创新、技术

扩散、产业转移、区域经济、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等，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二是密切关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研究技术经济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大型建设项目和企

业投融资项目的决策评估问题。三是着眼于技术追赶与超越战略，重点研究企业技术创新、高新技

术园区、科技管理评价体系、创新型科技工业发展战略和国家科技政策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3.创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本专业方向将重点围绕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和国民经济热点问题开展相关工作。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

问题，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基于此，本学科方向以问题为导向，将创新理论与

可持续发展理论有效融合，立足中国情景，重点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管理理论与方法；产业（企业）

生态化创新管理理论与方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建模；绿色供应链与逆向物流管

理；创新与创业管理等。 

4.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本学科方向通过采用理论分析、仿真建模、博弈分析和实证研究

等方法，对企业员工健康安全、流动人员健康风险、突发事件、产业政策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5.市场营销：本学科方向立足实践，研究新形势下企业营销战略与国际化经营、品牌管理、商

业模式创新、消费者行为、企业营销绩效、关系营销、绿色营销、军民融合的战略营销转变以及企

业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等。 

 



北京理工大学 2016 版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专业：工商管理              学科代码：120200 

6.会计与财务管理：本学科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契约与会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与信息化、人力

资本激励与评价、企业并购与重组以及项目投融资决策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二、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

心健康，富有科学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水平工商管理人才。 

硕士研究生应系统掌握工商管理学科前沿理论和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发展

趋势，具备规划能力、组织设计与管理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合作精神与沟

通能力等基本技能，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独立负责工商管理领域的相关工作。 

博士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在工商管理科学及相关专业领域里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学制 

学生类型 学制 

硕士研究生 2 年 

普博生(含留学研究生) 4 年 

硕博连读生（硕一转） 5 年（含硕士阶段 1 年） 

硕博连读生（硕二转） 5.5 年（含硕士阶段 2 年） 

硕士生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0.5 年，博士生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

长 2 年。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选 
备注

M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36 2 1/2 必修 

M 27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必修 

D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2 必修 

D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M 240001* 硕士英语 48 3 1/2 必修 

D 240002* 博士英语 48 2 1/2 必修 

F 3700001 汉语 96 6 1+2 必修 

F 3700002 中国概况 32 2 1/2 必修 

公共课 

M/D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M≥7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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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选 
备注

M/MF 2100163 中级微观经济学 32 2 1 必修 

M/MF 2100164 中级宏观经济学 32 2 1 必修 

M/MF 2100161 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 32 2 1 必修 

M/MF 2100077 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32 2 1 必修 

M/MF 2100076 会计理论 32 2 1 必修 

M/MF 2100176 技术经济学 32 2 1 必修 

M/MF 2100177 技术创新管理 32 2 2 必修 

M/MF 2100172 市场营销管理与分析 32 2 1 必修 

M/MF 2100168 营销创新前沿 32 2 1 必修 

M/MF 2100166 战略管理 32 2 2 必修 

M/MF 2100035 员工关系管理 32 2 1/2 必修 

D/DF 2100125 高级微观经济学 48 3 2 必修 

D/DF 2100128 高级宏观经济学 48 3 2 必修 

D/DF 2100179 管理研究方法前沿 32 2 1 必修 

D/DF 2100126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32 2 1 必修 

M/MF 2100174 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 32 2 1 选修 

M/MF 2100173 品牌管理 32 2 1 选修 

M/MF 2100078 审计理论与方法 32 2 2 选修 

M/MF 2100189 博弈论基础 32 2 2 选修 

M/MF 2100081 公司治理 32 2 2 选修 

M/MF 2100180 管理沟通技巧 32 2 2 选修 

M/MF 2100169 消费行为学 32 2 1 选修 

M/MF 2100167 员工福利与健康 32 2 2 选修 

M/MF 2100080 绩效与薪酬管理 32 2 2 选修 

M/MF 2100170 项目管理（学硕） 32 2 2 选修 

M/MF 2100079 管理会计前沿 32 2 2 选修 

M/MF 2100165 证券组合投资 32 2 2 选修 

 

 

 

 

 

 

 

 

 

 

 

 

 

 

 

 

专业课 

M/MF 2100188 不动产开发与投资 32 2 2 选修 

 

 

 

 

 

 

 

 

 

 

 

 

 

 

M≥16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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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选 
备注

M/MF 2100160 组织与领导 32 2 2 选修 

D/DF 2100181 管理博弈论 32 2 1 选修 

D/DF 2100185 创新管理专题 32 2 2 选修 

D/DF 2100175 经典著作选读 32 2 2 选修 

D/DF 2100186 财务会计专题 32 2 2 选修 

D/DF 2100187 财务管理专题 32 2 2 选修 

D/DF 2100178 管理研究理论与方法经典文献 32 2 2 选修 

D/DF 2100171 市场营销专题 32 2 2 选修 

适用范围说明：“D”表示博士生，“M”表示硕士生， “F”表示所有留学生，“MF”表示硕士留

学生， “DF”表示博士留学生，“M/MF”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硕士生也适用于硕士留学生，“D/DF”

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博士生也适用于博士留学生。 

留学研究生（博士、硕士）除公共必修课与中国学生要求不同外，专业课程学分与中国学生要

求一致。 

硕博连读生在硕士阶段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博士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要求不少于 16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0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2 学分。 

普博生、硕博连读生的博士阶段要求不少于 6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4 学分，可

有交叉学科选修课 2 学分。 

备注：在导师的指导下，硕士生可根据需要选修该学科本科专业的专业核心课（1-2 门）作为

研究生专业选修课的有益补充。若选修一门课程，按所选课程的学分折半计入，但累计不超过 2 学

分；选修本科生课程超过以上折算标准的部分，不计入研究生课程学分，但可以计入课程成绩档案。 

 

五、博士候选人资格考核 

博士候选人资格考核是博士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学科综合型考核，重点考察

博士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和宽广的学科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能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是否具备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和潜质。 

资格考核由导师统一组织，成立博士生资格考核专家小组，小组由校内外 5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

人员组成，其中最少包括两名博士生导师（导师可以参加专家考核，但不能担任组长）。自 2017 级

博士生开始，博士生最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完成一篇规范的学术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并向考核

小组进行汇报和考核。 

 每位博士生最多申请两次资格考核机会，未能通过考核的博士生，可在半年内申请第二次考核。

资格考核成绩合格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环节，否则取消其博士生资格。 

管理与经济学院所有学科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博士候选人资格考核。具体实施办法详见《管理

与经济学院博士生资格考核管理办法（试行）》（院发【2017】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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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8次学术活动，其中本人进行正规性的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 

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20 次学术活动，其中至少参加 2 次本学科领域的全国或国际

学术会议，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 

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2.专业外语（0.5 学分） 

硕士研究生：使研究生了解、熟悉外语论文的写作及如何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报

告。由指导教师负责指导研究生选读和笔译相关专业外文文献。专业外语需在第四学期第八周前考

核合格。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负责指导博士研究生选读和笔译相关专业外文文献，使研究生了解、熟

悉外语论文的写作及在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报告的要求。在第七学期期末根据学生的课程

学习情况、实验能力与水平由导师考核。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博士研究生提出更高专业外

语要求。 

3.实践环节（0.5 学分） 

由指导教师指导研究生进行实验、实践等相关技能训练、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并负责考核。

博士生还需参加由学院安排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工作按《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七.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0.5 学分） 

所有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选定的研究方向，同时结合学位论文任务，阅读一定数量的国

内外文献。 

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文献阅读要结合课题研究方向和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参考文献应

在 30 篇以上，文献综述报告要反映国际和国内在本领域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文献综述报

告应不少于 4000 字。 

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阅读不少于 50 篇国内外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 20 篇），撰写出

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博士研究生应在文献综述报告中对本学科、专业及其研究方向和研

究课题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动态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并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详细的评述，

以保证所掌握的资料和文献以及所选课题和拟解决问题的先进性。 

文献综述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2.开题报告（0.5 学分） 

开题报告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

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果。 

开题报告评审由导师负责组织完成。硕士研究生开题应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硕士生

导师（半数以上）与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组成的小组；博士研究生开题应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

相关学科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其中半数以上为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 

开题报告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3.中期检查 

学院组织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发表科技论文及学位论文工作的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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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等进行中期检查。 

中期检查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4.培养环节审查 

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专业外语、学术活动、科学研究训练及

创新能力培养等必修环节以及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等学位论文相关工作，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

可申请进入论文评阅与答辩程序。培养环节由学院负责组织审查，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5.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 

所有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达到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学位论文

应当表明作者在本学科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在有关学术领域掌握了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

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有新见解或取得成果。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进行。 

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达到博士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

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初稿并通过导师审阅后，可进行论文预答辩，预答辩一般安排在培

养环节审查通过之后、正式答辩前 3 个月内进行，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评阅。预答辩工

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的规定》执行。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关于

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的规定》执行。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由导师负责组织，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

家（其中半数以上为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并在学位论文提交评阅前一个月完成。 

6.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的学术成果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的规

定》、《北京理工大学关于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外国留学生申请硕士学位者，暂不

要求发表学术论文；外国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者，应满足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

术论文的系列规定之一。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的学术成果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

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 

本学科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或管理学博士学位。 

 

附表  相关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2 年制硕士 普博 硕一转博 硕二转博 

学制（年） 2 4 5 5.5 

文献综述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第四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六学期末前 

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第四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六学期末前 

中期检查 第三学期第十周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第八学期末前 

培养环节审查 第三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第九学期末前 第十学期末前 

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9个月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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