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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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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大類

• 工商管理類作為一級學科屬於管理學門類。

• 工商管理下設的10個二級學科分別為：工商管理、市場營銷、會計學、財務管理、

國際商務、人力資源管理、審計學、資產評估、物流管理和文化產業管理。



專業概述

工商管理是什麼？
• 工商管理主要研究管理學、經濟學和現代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和技能，

包括企業的經營戰略制定和內部行為管理等，運用現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進

行有效的企業管理和經營決策，制定企業的戰略型目標，以保證企業的生存

的發展。

• 關鍵詞：企業 管理 決策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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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什麼？

• 管理統計學、經營管理學、微觀經濟學、採購與供應管理、市場預測與決策、

財務運營、工商企業管理、質量管理、市場營銷學、管理策略

• 部分高校按專業培養，如會計、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等

授予學位：管理學學士；修業年限：四年；學科門類：管理學



巨大的市场需求

人才市場需求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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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來源：中國人力資源市場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



巨大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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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濟發展態勢良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進入21世紀，前15年（2000-2015）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一是GDP年均增速達到9.65%，占世界GDP（PPP，

2011年國際美元）總量比重從7.43%上升至17.26%，提高了9.8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66個百分點，並於2014年超

過美國，居世界首位；二是人均GDP年均增速高達9.05%，人均GDP （PPP，2011年國際美元）從3701美元上升至

13572美元，相對美国的人均GDP從8.05%上升至25.75%，提高了17.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18個百分點。

• 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給中國經濟按下了“暫停鍵”。然而，國內新冠疫情在短期內得到了較好控制。-6.8%、

3.2%、4.9%，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深V反彈”，成為全球唯一實現全年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巨大的市场需求

創業熱潮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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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互聯網為創業營造了一股不小的東風，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概念孕育出種

種創業機會，而政府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呼籲也使得創業熱潮持續不斷：

截止2017年6月，全國返鄉創業人員已超過800萬。企業數量及新增註冊發展態勢上，近五年全國註冊企

業法人單位數量逐年增長且環比增速保持在15%-30%的區間範圍。雖然波動較大，但社會整體的創業氛圍

較為活躍，各地返鄉創業補貼政策也層出不窮。為創業人群提供了土地、金融、科技、人才等各類要素保

障，以及從創業立項、項目審批、工程建設到經營的全鏈條支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0-2017年全国注册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及增长率



巨大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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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世界500強企業”數量連續兩年超過美國

“今年排行榜最引人注目的變化，無疑是中國大陸公司實現歷史性的跨越。” 2020年8月，

《財富》雜誌發佈2020年世界500強榜單時作出如此評價，大陸上榜企業首次超越美國。

2021年8月，《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發佈。榜單顯示，今年上榜的中國企業數量達143

家，較上年增加10家，上榜企業數量再次超過美國(122家)，蟬聯榜首。



巨大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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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由“大”到“強”的挑戰

在精細化管理及運營方面，中國企業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財富》指出，企業規模大

是競爭力強的一個因素，但是“龐大”不等同於“強大”。雖然中國企業上榜數量超越

美國企業，但盈利能力仍有差距。

2019年，上榜的124家中國大陸企業平均利潤不到36億美元，約為美國企業的一半，也

低於500強平均利潤41億美元。根據這三個數據計算，上榜中國大陸公司平均銷售收益

率5.4%，低於美國企業的10.5%；平均淨資產收益率9.8%，低於美國企業的17%。

進入2021年，排行榜的中國企業不僅在數量上優勢擴大，而且企業經營狀況在橫向對比

中也有提升，進一步反映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穩中向好的態勢，彰顯了中國經濟

的實力與潛力。中國企業面臨著由“大”到“強”的挑戰，更需要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大陸高校工商管理學科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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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雙認證商學院

中國大陸通過EQUIS認證的商學院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
與管理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
商管理學院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
商學院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
學院

西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
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
濟學院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長江商學院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
院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
院

中國大陸通過AACSB認證的商學院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
管理學院

大連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
學部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
院

南京大學商學院 西浦國際商學院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
院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
學院

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
學院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
融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經
管學院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南開大學商學院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



大陸高校工商管理學科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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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Dallas商学院学术排名

• 据UT Dallas 排名，2013-2017，大陸院校進入全球Top100的是復旦大學和清華大學；

2015-2019，進入全球Top100的還是這兩個學校。

排名 大陸商學院/高校

1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2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3 長江商學院

4 上海財經大學

5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6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

7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8 華中科技大學

9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

10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項目詳解—學制規劃項目詳解—學制規劃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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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詳解——培養體系

本科生“2+X”培養體系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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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本科培養體系是復旦大學根據“大類招生、通識教育、專業培養、多元發展”原則構築的多

元育人體系。其中“2”指的是通識教育和專業培養，“X”指的是多元發展。學生入學後，首先通過

通識教育（包括培養方案中的通識核心課程和專項教育課程）和專業培養（包括大類基礎課程和專業

核心課程）夯實學業基礎，隨後根據個人特長和人生規劃選擇專業進階、跨學科發展、創新創業等不

同的發展路徑，實現適合自己的個性化發展。

此外，你還可以通過轉專業和跨校輔修獲得更多發展選擇；如果希望在本專業內繼續深造，立志成為

專業棟樑，那麼你可以選擇專業進階路徑；如果希望獲得多學科背景，應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多樣化需

求，那麼你可以選擇跨學科發展路徑；如果你有志於投身創新創業，那麼創新創業路徑可以為你提供

相關知識、技能和支持。按學校要求，各院系都將為本科生配備專業導師。



項目詳解——就業前景

就業前景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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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萊資本、畢馬威、德勤華永、高和資本、國家開發銀行、漢石投資、恆信資本、美國銀行、美根美林、
摩根士丹利、平安銀行、普華永道、瑞銀集團、興業證券、招商銀行、貝恩公司、波士頓咨詢、麥肯錫、
埃森哲

愛丁堡大學、巴黎高等商學院、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波士頓商學院、杜克大學、多倫多大學、哥倫比
亞大學、南加州大學、加州大學柏克来分校、麻省理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墨爾
本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紐約大學、斯坦福大學、西北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芝加哥大學、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

近三年畢業生主要僱主

近三年畢業生國外深造學校



項目詳解——全方位一對一指導

全員導師製與校友導師計劃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管理學院自從2012年起9月實行本科生全員導師製，為每一位本科生隨機結對一位專業教

師，充分發揮全體教師在本科生培養中的主導作用。2009年至今，學院共為1942名本科

生配備了導師，有200多名老師擔任本科生導師。導師對學生的指導以學業為主，兼顧學

生日常生活、第二課堂、生涯規劃等方面。除了師生的個別交流，學院每年組織師生運動

會、家長orientation以及各個係自己的師生互動活動。

校友導師計劃致力於邀請學院優秀校友擔任全職在讀學生的導師，搭建校友與未來校友之

間的平台。受邀校友指導若干名學生，與學生分享職場經驗和人生感悟，指導學生的成長

和職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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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詳解——卓越的職業發展

強大的職業支撐體系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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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詳解—第二課堂

企業實務課程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 價值投資實務課程

該課程把現代公司財務、價值評估和組合管理理論與投資實務

相結合，幫助學員理解格雷爾姆多德的價值投資時間體系。將

對學員未來從事資產管理、證券投資、投資銀行、併購重組以

及企業管理等金融實務崗位提供扎實基礎。

• 奢侈品行業實務課程

該課程幫助同學們從多角度了解奢侈品行業。在企業嘉賓的帶

領下一步一步深入了解中外奢侈品企業的發展歷程與發展戰略。

此外還有復旦——花旗銀行實務課程、期貨行業實務課程、人

力資源與風險管理實務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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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詳解—學術興趣&海外交流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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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詳解—校園生活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管院人節

管院人節是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團委學生會在每年4-5月舉辦的系列活動，旨在全方位展示管院人的精

神面貌，傳承發展管院人的精神與內涵。管院人節包含豐富的活動：“十大歌手”唱出管院人的最強

音、“明辨杯”辯論賽讓管院人用理性與邏輯坐而論道，商賽是展現管院人能力最好的舞台，趣味運

動會等體育賽事鍛煉管院人的強健體魄，還有更多富有趣味性的娛樂活動豐富管院人的學習生活，如

書法繪畫大賽、演講比賽、紅酒品評、主題夜跑、配音大賽、Color Ru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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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工商管理專業



工商管理專業大陸地區開設院校與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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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就業概況

開設院校

• 在中國大陸共有410余所高校開設工商管理專業（120201）



培養目標與課程概覽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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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專業培養目標

本專業培養具備管理、經濟、法律知識及積極創新、快速反應、善於溝通的能力，能在工商企業尤其是跨

國公司及政府部門從事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中高級專門人才。

要求學生掌握管理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現代企業管理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掌握企業管理的定性、

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人際溝通以及分析和解決企業管理工作問題的基本能力；具

備全球視野；熟悉跨國公司管理工作的管理手段和技巧；了解本學科的理論前沿和發展動態；熟練掌握一

門外語；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學研究能力和較強的實際工作能力，勝任企

業各項管理工作。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授課課程。

課程概覽

專業培養課程包括大類基礎課程與專業核心教育課程。後者包括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運籌學、商業倫理學、

財務管理、營銷管理、管理信息系統、組織行為學、統計軟件、國別經營環境、人力資源管理、東方管理、

公司治理、法律、商業與社會、社會調查。

專業進階路徑課程包括國際商務管理、戰略管理、組織溝通與社會環境、職業責任與領導力、回歸分析、

時間序列分析等。



02
會計學專業



會計學專業大陸地區開設院校與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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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就業概況

開設院校

• 在中國大陸有520余所高校開設會計學專業（120203K）



培養目標與課程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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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專業培養目標

本專業培養具備管理、經濟、法律和會計學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能在企事業單位及政府部門從事會計實

務以及教學、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學課高級專門人才。

要求學生掌握管理學、經濟學和會計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掌握會計學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受到

會計方法與技巧方面的基本培訓；具有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人際溝通、信息獲取能力以及分析和解決

會計問題的基本能力；熟悉國內外與會計相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及國際會計慣例；熟練掌握一門外語；

了解本學科的理論前沿和發展動態；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能力和較

強的實際工作能力。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授課課程。

課程概覽

專業培養課程包括大類基礎課程與專業核心教育課程。後者包括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運籌學、商業倫理學、

財務管理、營銷管理、管理信息系統、組織行為學、統計軟件、成本管理會計、中級財務會計、審計學、

高級財務會計、法律、商業與社會、社會調查。

專業進階路徑課程包括國際商務管理、戰略管理、組織溝通與社會環境、職業責任與領導力、回歸分析、

時間序列分析等。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培養目標與課程概覽

會計學就業方向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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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業方向

Gap year 就业 国内/国外深造 公务员/选调生

• 就業企業：安永、德勤、畢馬威、中國銀聯、

宏銀、中建八局等

• 深造院校：卡內基梅隆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香港城市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復旦大學管

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復

旦泛海金融學院等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20-21年就業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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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市場營銷專業



市場營銷專業大陸地區開設院校與就業情況

27

整體就業概況

開設院校

• 在中國大陸有510余所高校開設市場營銷專業（120202）



培養目標與課程概覽

28

市場營銷專業培養目標

本專業培養具備扎實經濟學和管理學基礎知識，熟悉市場營銷的理論與分析方法，能在企事業單位及政府

部門從事市場營銷與管理的專門人才。

要求學生掌握管理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熟悉現代市場營銷的理論，掌握市場營銷的定性、定量分析方

法；具有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人際溝通以及分析和解決營銷實際問題的能力；熟練掌握一門外語；掌

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學研究能力和較強的實際工作能力。部分課程為全英語

授課課程。

課程概覽

專業培養課程包括大類基礎課程與專業核心教育課程。後者包括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商業倫理學、財務管

理、營銷管理、管理信息系統、組織行為學、統計軟件、消費者行為學、營銷研究、服務營銷、數字化營

銷、法律、商業與社會、社會調查。

專業進階路徑課程包括國際商務管理、戰略管理、組織溝通與社會環境、職業責任與領導力、回歸分析、

時間序列分析等。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培養目標與課程概覽

市場營銷學就業方向

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本科項目為例

1

13
10

1 1

就業方向

Gap year 就业 国内/国外深造 公务员/选调生 创业

• 就業企業：網易、聯合利華、招商銀行、美團、

梵几、中建一局等

• 深造院校：南加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等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20-21年就業數據

29



歡迎報考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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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感謝傾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