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寧波⼤學 2023年招收⾹港中學⽂憑考試學⽣招⽣專業介紹

1.會計學（CPA Canada）

培養⽬標：本專業由寧波⼤學與加拿⼤特許專業會計師協會

（CPA Canada）閤作，旨在培養具備扎實會計專業知識和技能，

熟悉國際會計準則，熟練運⽤英語，能勝任在各類企業（尤其在

會計師事務所、跨國企業和上市公司）、事業單位和政府管理部

⾨從事會計、審計及理財等⼯作的⾼級會計專業⼈才。

主要課程：財務會計基礎、中級財務會計（上）、中級財務

會計（下）、⾼級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學、財務管理、⾼

級管理會計、會計信息系統、財經法規與職業道德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管理學學⼠

專業特⾊：本專業創辦於 2008年，採⽤課程嵌⼊式培養模

式，將CPA Canada 基礎教育階段（PREP）課程植⼊本⼟會計

學專業，主要課程引進加拿⼤原版教材，並採⽤雙語或全英⽂授

課。2021年，根據本專業多年辦學實踐凝練出的教學成果《本

⼟國際化、國際本⼟化：商科國際⼈才培養模式的寜⼤探索》，

榮獲浙江省教育成果⼆等奬。

本專業學⽣在通過 PREP 課程後可參加 CPA Canada 的後

續課程 (PEP)學習或“4+1”碩⼠直通⾞項⽬（UQAM），也可以

參加HKICPA(⾹港會計師公會)的 QP階段 4⾨課程的考試。QP

考試全部閤格（共 5⾨），在獲得⾹港註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同



時，還可豁免CICPA（中國註冊會計師）4⾨課程的考試，並能

與加拿⼤、英國、澳⼤利亞等國的執業會計師會員資格互認。

就業升學：本專業學⽣的就業前景尤為廣闊，主要在⾦融機

構、各⼤企業、會計師事務所、政府相關部⾨等從事相關的職位。

近三年，30%左右的學⽣考研或者出國深造，⼀次就業率 100%，

均進⼊到⼤型⾦融機構、國際四⼤和內資四⼤會計師事務所、上

市公司等各⼤企業、以及國家機關等。

2. 會計學

培養⽬標：本專業培養具備國際化視野和良好職業道德、

掌握現代會計理論，精通現代會計核算⽅法，能從事會計、審計、

財務管理等⼯作的⾼級專業管理⼈才。

主要課程：管理學、微觀經濟學、會計學原理、中級財務

會計 1、中級財務會計 2、⾼級財務會計、管理會計、成本會計、

審計學、財務管理、會計信息系統、財經法規與職業道德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管理學學⼠學位

專業特⾊：寧波⼤學會計學專業是商學院辦學歷史較⻑的

專業之⼀，本專業 1992年開始招收本科⽣，現具有“會計學”⼆

級學科碩⼠學位以及會計專業碩⼠學位（MPAcc）授予權。2004

年會計學科被批准為校第四批重點學科；2014年 6⽉會計專業

獲批寧波市特⾊專業，2019年獲批浙江省⼀流專業建設點。⽬

前，本專業現有教學科研⼈員 21⼈,教授 2⼈、副教授 8⼈，80%

的教師具有國外⾼校訪學經歷，是⼀⽀結構閤理、專業理論扎實



的師資隊伍。專業緊扣區域經濟特點，具有⾯向地區經濟、引企

⼊校、多⽅位國際閤作等特⾊。本專業致⼒培養學⽣職業化發展

能⼒、實踐動⼿能⼒，贏得了企業、⾏業、社會的廣泛讚譽。

就業升學：主要在⾦融機構、各⼤企業、會計師事務所、

政府相關部⾨等從事相關的職位。近三年，考研或者出國深造率

在 20%以上，⼀次就業率 98%以上，均進⼊到⾦融機構、國際

四⼤和國內⼤型會計師事務所、國家機關和各⼤企業等。

3.⼯商管理

培養⽬標：寧波⼤學⼯商管理專業秉承浙東⽂化“經世致⽤”

的理念，堅持本地化和國際化協同發展的思路，採⽤獨具特⾊“平

臺+模塊”的培養模式，在學科基礎平臺、⼯商管理專業教育平臺

的基礎上，設有“企業運營管理、⼈⼒資源管理、企業營銷管理”

三個⽅嚮模块，並設有專業交叉複閤選修課，以培養學域寬廣、

專業素質⾼、適應能⼒強的複閤型創新⼈才。

主要課程：管理學、運營管理、⼈⼒資源管理、戰略管理、

市場營銷學、組織⾏為學、會計學原理、創業學、公司治理、財

務管理學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管理學學⼠學位

專業特⾊：⼯商管理專業先後獲批國家級⼀流本科建設點

（2020年）；浙江省⼀流本科建設點（2019年）；浙江省新興

特⾊專業建設點（2014年）；寧波市第⼆批⾼校重點建設專業

（2007年）；榮獲全國四星級專業（2022年）。



國際化閤作特⾊明顯。⼯商管理專業與多所國外⾼⽔平⼤

學建⽴了閤作辦學和學分互認項⽬，包括加拿⼤曼尼托巴⼤學/

聖瑪麗⼤學（⼯商管理中加學分互認，2006/2018）、印尼 Buins

⼤學（2010）、韓國昌信⼤學、俄羅斯國⽴⼤學（2014），雅加

逹國際商學院（海外獨⽴商學院項⽬，2021）。

案例教學效果顯著。⽬前⼯商管理專業有 17個基於寧波幚

企業的教學案例⼊庫中國管理案例共享中⼼，其中 6個被評為

“全國百優案例”。其中《慈星隱形冠軍成⻑之道》被全國MBA

教育指導委員會評為第⼗届“全國百篇優秀管理案例（重點案例）

（2019年）”。“⼀缸⼀鴨⼀⻩狗：中華⽼字號數字化轉型之路”

被評為第⼗⼆届“全國百篇優秀管理案例（微案例）（2021年）。

這些案例和成果均在中、外學⽣的教學中得到廣泛使⽤。

就業升學：未來本專業將繼續在⼈才培養模式創新、⼀流

課程建設、國際化與本⼟化的融閤發展⽅⾯持續推進。

⼯商管理專業畢業⽣就業率維持在 95%左右，近五年畢業

⽣的就業去嚮包括：⾼端單位 63%（其中國有企業 31.2%，公務

員 10%，⾦融業務部⾨ 56.7%）；出國留學和考研 15%；其他

崗位 10%；⾃主創業 7%。企業就業主要集中於本地⿓头企業（單

項冠軍）或者全球 500强企業。

學⽣讀研率增幅顯著。部分同學考⼊南京航空航天⼤學、

中南財經政法⼤學、東南⼤學等 985⾼校。2022届⼤四本科畢

業⽣升學率為 22%，最近幾年平均 11.52%的國内畢業⽣選擇繼

續前往海外深造，其中絶⼤多數升⼊包括約翰霍普斯⾦⼤學、美

國纽約⼤學，悉尼⼤學、滑鐡盧⼤學等在内的世界前 100⾼校。



4.國際經濟與貿易

培養⽬標：培養具有國際化視野、跨學科融閤、港城經濟

地域特⾊鮮明，掌握國際經濟貿易的理論知識和實務技能，能在

涉外經濟貿易部⾨、外資企業及政府機構從事國際商務運營、國

際投資閤作、跨境電⼦商務管理的國際化、複閤型、外向型⾼層

次專⾨⼈才。

主要課程：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

貿易學、國際貿易實務、⾦融學、會計學原理、統計學、國際直

接投資與跨國公司、世界經濟學、國際商務談判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經濟學學⼠學位

專業特⾊：充分發揮我校本科全英⽂專業和中外閤作專業

等師資資源優勢，實現⼈才培養的國際化；充分利⽤學校設有的

國際貿易學、⾦融學、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等

⼆級學科優勢，實現⼈才培養的跨學科交叉融閤；充分利⽤寧波

⾈⼭港、寧波梅⼭保稅港區、中國-中東歐貿易便利化國檢試驗

區等地域特⾊優勢，實現⼈才培養的外向型。

就業升學：近兩年來畢業⽣⼀次就業簽約率已連續兩年實

現 100%，考研（留學）錄取率分別為 12.20%和 15.24%，實現

了較⼤幅度的提⾼，畢業⽣升學品質穩步提升，越來越多的畢業

⽣升⼊如北京⼤學經濟研究中⼼和格拉斯哥⼤學等國內外⼀流

⾼校繼續深造。與此同時，學⽣就業品質也有所提⾼，獲得⾼質

量崗位（考取公務員、簽約⼤型企業、跨國企業等）的⼈數增加。



5.⾦融學

培養⽬標：熱愛祖國，維護社會主義制度；遵紀守法，具

有健全的⼈格、良好的⼼理素質與閤作精神；具備創新精神、創

業意識和創新創業能⼒；系統掌握⾦融知識和⾦融理論，具有⾦

融實務專業技能，能勝任銀⾏、證券、保險等⾦融機構及政府部

⾨和企事業單位的專業⼯作，或具備在國內外教育科研機構繼續

攻讀更⾼等級學位（或從事學術研究）的資格條件；具有深厚理

論功底、精湛專業技能、良好綜閤素質和優秀⼈格品質的創新性

⾦融⼈才。

主要課程：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

經濟學、統計學、財政學、⾦融學、證券投資學、公司⾦融、商

業銀⾏經營管理學、國際⾦融、⾦融⾵險管理、⾏為⾦融學、固

定收益分析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經濟學學⼠學位

專業特⾊：⾦融學專業⽬前是浙江省優勢專業、浙江省⼀

流專業、國家⼀流專業建設點。本專業特⾊包括：深度融閤區域

⾦融⾏業，主動接軌國際⾦融前沿，緊密跟蹤⾦融科技發展。結

閤地⽅⾦融發展的現實問題，與⾦融機構閤作培養學⽣；密切關

注國際⾦融業最新發展，同步更新教學內容；重視⾦融科技領域

的科研與教學。本專業按照浙江省著⼒提升⾦融保險等優勢服務

業的戰略部署，發揮寧波的地緣優勢及寧波⼤學雙⼀流建設⾼校

的優勢，助推地⽅⾦融發展。



就業升學：畢業⽣就業⾯寬廣，主要在各類銀⾏和證券、

投資等⾦融機構，以及企業、政府部⾨從事國內和國際⾦融業服

務與管理⼯作，近五年畢業⽣簽約率達到 99%。此外，⾦融學

專業畢業⽣考研錄取率近年不斷上升，年年達到 30%以上。

6.漢語⾔⽂學

培養⽬標：培養具有較強的⽂學審美鑒賞能⼒、語⾔表達能

⼒、寫作能⼒和良好的⼈⽂素養，具備⼀定創新研究能⼒，能夠

在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化傳媒機構等從事⽂字與⽂學相關

⼯作，或者在中等學校、科研機構從事漢語⾔⽂學教學與研究⼯

作，能⽀撐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層次複閤型創新創業⼈才。

主要課程：⽂學概論、語⾔學概論、中國古代⽂學、中國現

代⽂學、中國當代⽂學、外國⽂學、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寫作

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學學⼠學位

專業特⾊：本專業始辦於 1956年，前身為寧波師範專科學

校漢語⾔⽂學教育專業，1996年併⼊寧波⼤學。2019年⼊選省

級⼀流本科專業建設點，2020年⼊選國家⼀流本科專業建設點。

該專業⼈⽂積澱豐厚，擁有⼀⽀⾼學歷、⾼職稱、⾼⽔平師

資隊伍，其中⾼級職稱⽐例 70%，博⼠⽐例 79%。中國語⾔⽂

學為寧波⼤學最早⼀批碩⼠學位授予點，⼀級碩⼠點專業全覆蓋，

下設⽂藝學、漢語⾔⽂字學、語⾔學與應⽤語⾔學、中國古代⽂

學、中國古典⽂獻學、中國現當代⽂學、⽂藝與新傳媒等七個⼆



級學科碩⼠學位授予點，有漢語國際教育碩⼠專業學位點，形成

了本碩銜接的⼈才培養體系，具有學科與專業互為⽀持、彼此強

化的發展優勢，為學⽣進⼀步深造提供了良好平臺。

就業升學：畢業⽣就業具有多⽅位、寬領域的明顯優勢，主

要在新聞⽂藝出版部⾨、國家機關、科研機構、互聯網媒體、⽂

化⽣產與傳播企事業單位，中⼩學語⽂教學等領域。就業⾯廣，

社會需求量⼤，在⽂化⼤發展時代擁有良好專業前景。近三年，

不斷有學⽣考⼊南開⼤學、華東師範⼤學、⾹港中⽂⼤學等名校

繼續深造。

7.傳播學

培養⽬標：傳播學培養堅持⾺克思主義新聞觀，堅持正確

政治⽴場和⽅向，具備良好⼈⽂素養，扎實的傳播學、新聞學、

廣告學、營銷學、社會學、⼼理學等學科理論知識，敏銳的新媒

體傳播意識，較強的策劃創意運營能⼒，能在黨政機關、企事業

單位、傳媒及其他組織中從事新聞傳播、政治傳播、廣告傳播、

品牌⾏銷、影像傳播、公共關係等⽅⾯⼯作，能⽀撐和引領傳播

⾏業發展的應⽤型、複閤型、創新型傳播⼈才。

主要課程：傳播學通論、數字媒體概論、⾺克思主義新聞

觀、⼤眾傳播史、傳播研究⽅法、跨⽂化傳播、調查軟件與應⽤、

輿論學、傳播統計學、傳播⼼理學、受眾與視聽率分析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學學⼠學位



專業特⾊：經過⼆⼗幾年的發展，該系在學科建設和專業

建設上取得了持續穩定的發展成果，擁有⼀批⾼學歷⾼素質的理

論與實踐並重的中⻘年⻣幹教師，獲得國家社科基⾦和各級各類

科研項⽬多項，出版學術著作多部。教學改⾰成效顯著，建設了

國家精品課程和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教學設施先進，⼈才培

養理念與時俱進，為社會輸送了⼤量閤格的新聞傳播⼈才。寧波

市委宣傳部與寧波⼤學共建的新聞傳播學院，對促進新聞學和廣

告學的發展起到了強⼤的助推作⽤，實現了師資⼈才技術平臺等

各類資源的共享和成果的共贏，為產教協同打造本⼟新聞傳播教

育品牌積累了良好的實踐經驗。

就業升學：新聞媒體、新媒體、廣告公司、公關公司、影

視公司、政府部⾨、企事業單位、⽂創產業及其他相關機構。

8.法學

培養⽬標：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堅持中國特⾊社會主

義法治道路，堅持⽴德樹⼈，培養德法兼修，德法相彰、法治情

商與智商“雙商融閤”的應⽤型、複閤型、創新型、國際化的法治

⼈才。

主要課程：法理學、中國法製史、憲法學、⺠法、刑法、⾏

政法、環境資源法、商法、經濟法、閤同法、⺠事訴訟法、刑事

訴訟法、⾏政訴訟法、國際私法、海商法、國際經濟法、侵權責

任法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法學學⼠學位



專業特⾊：本專業⼊選⾸批國家⼀流本科專業建設點，是國

家特⾊專業和國家綜閤改⾰試點專業、浙江省⼗三五優勢專業、

寧波市品牌專業和寧波⼤學⾸批國際化建設專業，擁有浙江省唯

⼀的法學⼀流學科（A纇）。法學專業教學團隊獲浙江省⾸届⾼

校教學團隊、浙江省⾼校⾼⽔平創新團隊。專業設有公法、私法、

涉外法等專業模塊⽅嚮，並形成⺠商法學、憲法與⾏政法學、國

際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四⼤學科⽅嚮，凝練了⺠營經濟與

中⼩企業法治服務、法治政府與地⽅治理、⽣態⽂明與海洋法治

三⼤特⾊領域。國際化辦學特⾊凸顯，已形成留學⽣本碩博多層

次⼈才培養體系，與美國匹兹堡⼤學、俄亥俄州⽴⼤學、賓州州

⽴⼤学，澳⼤利亜悉尼科技⼤學等校法學院建⽴了穩定的閤作關

繫，每年將優先選派該專業學⽣國外學習。开設 35⾨全英⽂課

程，與 11所國外⾼校開展校際閤作（世界排名前 50⾼校 2所）。

就業升學：就業率⾼，近 5年本碩平均就業率在 97.8%，其

中公務員考試録取率 30%左右；國內外研究⽣録取率占畢業⽣

⼈數的 28%左右；司法考試通過率多年保持 70%以上，2021年

法考通過率 72.14%（全國通過率約 15%）；畢業⽣滿意度保持

90%以上，⽤⼈單位滿意度持續提升。畢業⼯作去嚮包括：（1）

考取黨内、⽴法機關、⾏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

關等單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作⼈員；（2）進⼊律師事務所、

⼤型公司企業、仲裁機關從事法務⼯作；（3）考取國內外知名

⼤學深造讀研。



9.英語

培養⽬標：本專業重在從知識、認知技能、社交技能和態度、

價值四個維度⼊⼿，培養具有全球勝任能⼒的、適應國家與地⽅

經濟⽂化發展需要的創新型外語⼈才。

主要課程：綜閤英語、閱讀與寫作、英漢互譯、英語⽂學名

作選讀、⾼級英語、中學英語教學設計（師範）、教育學（師範）、

教育⼼理學（師範）、語⾔學導論、學術論⽂寫作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學學⼠學位

專業特⾊：本專業為國家⼀流專業，全國五星專業（全國排

名前 4.43%），浙江省“⼗三五”優勢專業，浙江省重點建設專業，

寧波市品牌專業，獲教育部專業評估“優秀”等級。現有專任教師

50⼈，其中教授 16⼈、副教授 18⼈、講師 16⼈，擁有博⼠學

位者 26⼈。專業教師學緣背景廣闊，均有海外學習經歷，能有

效幫助學⽣的成⻑與發展。本專業已與英國⼥王⼤學、加拿⼤渥

太華⼤學、美國、澳⼤利亞等國著名⾼校建⽴了聯閤培養研究⽣

項⽬。

就業升學：本專業畢業⽣多進⼊外企、央企、政府部⾨、中

⼩學、知名教育培訓機構以及外貿公司就業。專業整體升學（出

國）率 30%左右，畢業⽣多進⼊愛丁堡⼤學、利茲⼤學、紐約

⼤學、昆⼠蘭⼤學以及北⼤、北外、上外、廣外、復旦、華東師

⼤等海內外⾼校深造。



10.⽇語

培養⽬標：本專業旨在培養具有專業基礎扎實、⼈⽂背景深

厚、⽇語綜閤能⼒強，適應我國對⽇⽂化交流、國家與地⽅經濟

社會發展，各類涉外⾏業、⽇語教育與學術研究的需要，具備較

強跨⽂化交際能⼒、思維能⼒和創新能⼒的專業複閤型⼈才。⽬

前已構建⼩班教學與精英教育相結閤的培養⽅案。

主要課程：綜閤⽇語、⾼級⽇語、⽇語閱讀、基礎⽇語寫作、

⾼級⽇語視聽說、中級⼝譯、中級筆譯、⽇本⽂學選讀、商務⽇

語、⽇本社會⽂化、學術寫作與研究⽅法等

學 制：四年

授予學位：⽂學學⼠學位

專業特⾊：本專業為浙江省⼀流專業、寧波⼤學重點專業、

寧波市特⾊專業，全國四星專業（全國排名前 11.02%），現有

專任教師 17名，均有海外學習經歷。本專業實施⼩班教學與精

英教育相結閤的培養⽅案，培養德、智、體、美、勞全⾯發展且

具備扎實⽇語專業知識和應⽤能⼒的⾼端⼈才。國際化程度⾼，

與⽇本 12所國⽴及公⽴⼤學閤作開展交換留學、課程共享、推

選讀研等項⽬。將學⽣培養為具有向⽇本⽂學、語⾔、⽂化、經

濟等相關領域拓展的專業型⼈才。

就業升學：主要在外事部⾨、⽇資企業、對⽇貿易機構、⽇

本相關部⾨從事相關⼯作。近三年，⽇語專業考研升學率均超過

20%，其中 15%的學⽣升⼊⽇本名校攻讀碩、博⼠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