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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
高级商业干部学校

华北区院系调整后，成立北
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

教育部与商务部

正式签署协议

共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原中国金融学院（央行所属院
校）与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
并成立新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划归教育部直属

入选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概况

SCHOOL
OVERVIEW

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

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

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大学

拥有经、管、法、文、理、工六大门类

学科特色：以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国

际经济法）、金融学、工商管理、外语

（商务外语）等优势专业为学科特色

1953年

2000年6月 2017年2010年12月

1951年建校

人才培养特色：国际化、复合型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

国际竞争的国际化精英人才。

1954年

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与教育部、商务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文旅部、北京金融法院密切联系！



对外

知名校友

55届校友佟志广：中国“入世”第二
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曾任香港华润
集团总经理，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
长。

59届校友杨福昌：曾任外交部副部
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HONORABLE
GRADUATES

65届校友石广生：原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入
世”统筹签字者。



对外

68届校友周文重：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中国驻美大使，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HONORABLE
GRADUATES

知名校友

78届校友高西庆：曾任证监会副主席，
现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82届校友龚正：上海市市长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党组成员

HONORABLE
GRADUATES

81届校友林超伦：英国
皇家首席翻译

78届校友林建海：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首位中国籍秘书长

88届校友于旭波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知名校友

校友王受文：商务部副部长兼国
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党组成员



ELEGANT CAMPUS 
ENVIRONMENT
便利的地理位置

仅一个校区，地处北京三四环间，交通便利，学校东边
为芍药居地铁站，西边为惠新西街南口地铁站，实习、
活动机会丰富。



精致的校园环境，灵动的校园氛围，图书馆、
体育馆、实验室、国际交流大厦一应俱全。

拥有独立的体育馆，内含游泳馆、健身场馆、
羽毛球场馆等。

校史馆、博物馆全纪录学校伴随中国对外开放
发展历程，让学生了解我国对外开放历史，了
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世今生。

优雅的校园环境

ELEGANT CAMPUS 
ENVIRONMENT



ELEGANT CAMPUS 
ENVIRONMENT

良好的学习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徜徉在
知识的海洋。

学校图书馆文献总量180余
万册（件）。

图书馆已覆盖地源热泵系
统，致力于为学生的学习
生活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





人才培养理念——复合型

创新力强、面向世界的
国际化人才

跨文化交流的
复合型人才

宽口径、厚基础的
专业型人才



人才培养理念——复合型
辅修双学位：制度完善，与主修专业学生一同上课，享受全校优质师资，辅修与双
学位可正向逆向转化，全校超过一半学生有辅修双学位资格，毕业时完成辅修专业
或辅修双学位者超过三分之一。
l 外语+管理
l 外语+外贸
l 外语+数学+金融
调整专业（转专业）：学校层面本科转专业不设比例限制，在不同时点根据学校和
学院要求进行申请。
大一入学：实验班选拔；大一下：转入语言类专业；大二上：大类专业分流，转入
其他非语言类专业；其余：学业困难学生转专业



注：均为进校后选拔

双学士学位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招生学院

1 法学-英语类 双学士学位项目 英语学院

2 金融学-英语类双学士学位项目 英语学院

3 金融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双学士学位项目 国际关系学院

4 国际政治-英语双学士学位项目 国际关系学院

5 法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双学士学位项目 法学院



自由选课

我们拥有高端的选课系
统，可以自行DIY自己
喜欢的课表~

鼓励辅修

鼓励辅修/双学位~只要
不挂科，辅修自己喜欢
的吧~

定制学分

学业学分可自由组合，
根据你的喜好与规划
选择课程~

资源共享

可以参加暑期学校及多
MOOC平台的学习，可
替代学分~

弹性学分制，自主安排课程，提供丰富的辅修双学位机会自由选课

学前需要做好数学、英语
等基础知识，多了解经济、
外贸等新闻。



ELEGANT CAMPUS 
ENVIRONMENT

丰富的学生活动

青年使命
(思想引导平台)

青年文化
(通识教育平台)

青年视野
(国际培养平台)

青年交融
(校园文化平台)

青年活力
(社团活动平台)

青年认知
(社会实践平台)

青年研究
(学术科研平台)

青年责任
(志愿服务平台)

青年创新
(创新创业平台)

青年榜样
(菁英成长平台)

体系结构
十大平台

学分设
置

两种类
型

必修学分9分

校园活动类

学术科研

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选修学分1分
学生竞赛

学干成长



ELEGANT CAMPUS 
ENVIRONMENT
丰富的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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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类社团

文化活动类社团

体育活动类社团

学术科技类社团

志愿公益类社团

国际交流交往类社团

自律互助类社团

其他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社团数量分布

各类社团人数 各类社团数量

特色学生社团

蚂蚁车协 暑期远征、周末骑行、夜骑活动

合唱团 参加国内外大型合唱比赛及演出、日常声乐训练

国旗护卫队 国防教育知识讲座、沙龙、国旗护卫队训练、升旗等

羽毛球协会 组织贸大新生赛、宿舍赛、个人排位赛、院系赛等

风影轮滑社 轮滑技术教学、市内轮滑活动、组织参加北京市轮滑比赛

爱心社 爱猫志愿、东直门敬老院志愿活动、关爱退休教授志愿活动、
爱心信邮志愿活动、流浪猫狗基地义工志愿活动



办学特色——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引进来” “走出去” 高层来访 文化交融

建校伊始，学校就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国际化办
学特色。



师资队伍
TEACHERS

Ø 全校专职教师基本具有海外学术背景（博士海归或海外访学经历），常年可开设60余门双语课程。

Ø 自 2000年以来，选派出国学习、进修、讲学、访问的教师达千余人次，其中富布赖特学者10余名。

Ø 150 多名教职员工具有长期驻外商务调研、讲学游学的交流工作经历。

Ø 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及外国专家。



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INTERNATIONAL 国家风情展、文艺汇演、小语种歌曲大赛、模拟面试大赛、

模拟法庭大赛、中华诗词大赛、小语种歌曲大赛、英文戏剧节、商业创
新大赛、音乐剧表演、国际文化沙龙、国际文化嘉年华等活动荟萃了多
国风情，丰富了我校中外学子的校园文化生活，彰显了我校的国际化特
色。音乐与舞蹈、美食与佳酿、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种元素都
在贸大的饕餮盛宴中交织碰撞。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多
INTERNATIONAL

合作关系遍布

4个大洲 40+国家 200+大学

我校拥有众多

国际学术合作网络&短期学分互认项目

双学位项目

本硕项目

交换生项目

寒暑假访学项目

国际实习项目（国际组织）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多
INTERNATIONAL

德国 / 8 所大学
明斯特大学
哈勒大学
科隆大学

洛特林根大学
耶拿大学

科隆科技应用大学
图宾根大学

杜塞尔多夫大学

英国 / 4 所大学
伯明翰大学
利兹大学
雷丁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

法国 / 6所大学
巴黎第一大学
巴黎第三大学

巴黎高等外贸学院（ESCE）
斯特拉斯堡大学

诺欧商学院
雷恩商学院

西班牙 / 4 所大学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马德里考米拉天主教大学

阿利坎特大学

意大利 / 4 所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
博科尼大学
摩德纳大学

卡利亚里大学

俄罗斯 / 4 所大学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

俄罗斯联邦财政大学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圣彼得堡国立经历大学

新加坡 / 2 所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日本 / 8 所大学
早稻田大学
立命馆大学
日本大学
东京大学
福山大学

名古屋大学
东京经济大学

信州大学

加拿大 / 3 所大学
卡尔顿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
达尔豪西大学

墨西哥 / 2 所大学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蒙特雷高等科技大学

美国 / 7 所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圣母大学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巴鲁克学院

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工商学院
纽约州立石溪大学



国际化课程-暑期学校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http://iss.uibe.edu.cn/Student/english/index.htm

二十多个国家200余位教
授及顶尖学者开课32余门
，分别为学科前沿课程、
专业课程、人文素质类课
程、各国文化研究系列课
程和语言强化系列课程。

国际课程

举办多场学术讲座，邀请
到了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例如迈克尔•斯宾塞
，主题契合时事热点，包
括中美经济的现状与展望 
、全球治理等。

时政热点

暑期创新创业实训营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内外知
名 院 校 学 者 ， 及 美 国
DMG集团等知名公司负
责人分享业界前沿动态，
并赴马丁森访问学习。

创业实训

互联网+大数据和商业创
新国际会议特别设置了大
数据与商务智能等四个论
坛。选出国内外学者、专
家同仁35篇论文进行会上
宣讲。

理论前沿

精算与保险国际会议&第
八届中国风险管理与精算
论坛暨发布中国精算与风
险管理报告顺利召开，《
全 球 价 值 链 发 展 报 告
2017》在我校发布。

行业智库





EMPLOYMENT
QUALITY

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双高

我校毕业生具有外语水平高、综

合素质强、专业基础扎实的特质,在就

业市场深受用人单位赞誉,已经形成

“外经贸”人才品牌。年终就业率连

续三年在98%以上,在国内高校中名列

前茅。即使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我

校总体就业率仍达到93.51%，2021

年达到96.07%。



EMPLOYMENT
QUALITY

地域分布

2021届毕业生就业最集中的地区依然

是北京。



薪酬排名

2021大学生毕业薪酬排名

在 中 国 薪 酬 网 发 布 的
《2021年高校毕业生薪酬指
数排名》中，对外经济贸易
大薪酬指数总排名第四，毕
业生平均薪酬指标位列全国
第一。这份榜单源于全国高
校毕业生进入企业满一年的
数据，按照工资水平、就业
率、人才成长率、薪酬增长
率，以统计学模型计算得出。

EMPLOYMENT
QUALITY



2019

EMPLOYMENT
QUALITY
签约重点单位

2021年招聘我校毕业生10人以上的单位共38家，总计招聘毕业生979名，占就业总人数

的32.48%。

银行系统共招聘592名毕业生，占比20.01%。

国有企业中，中信集团招聘共76人。

外贸类国企中，中粮集团招聘7人。

国家部委中，商务部、外交部招聘13人。



2019

EMPLOYMENT
QUALITY



2019

EMPLOYMENT
QUALITY



2019

EMPLOYMENT
QUALITY

2021年毕业生共有中805人（比去年

多93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

就业毕业生总人数的29.71%。

世界500强



2019

EMPLOYMENT
QUALITY
雇主满意度

通过对到我校参加招聘的311家

用人单位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

我校毕业生评价很高，总体满意

度高达98.59%



20

EMPLOYMENT
QUALITY
深造率--出国深造

2021年本科毕业生出国（境）深造人

数451人，占本科生总人数22.93%



EMPLOYMENT
QUALITY

2021年共计610人国内

读研，录取我校毕业生前三

位的学校分别为北京大学、

中国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

“双一流"高校录取我校毕业

生591人，占比96.89%。

深造率--国内读研



EMPLOYMENT
QUALITY
国际组织实习任职

2021年，我校成功推送18名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实践或任职







双一流学科高校

SCHOOL
OVERVIEW

第一轮“双一流”贸大以应用经

济学、国际法学、企业管理、会

计学等学科为重点建设学科，构

建开放型经济学科群，紧密围绕

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瞄准世界一

流学科水平，充分发挥其互动互

补、互为支撑的综合优势，大力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建设面向开

放型经济的学科高峰。

第一轮“双一流”

第二轮“双一流”



学科评估和排名

SCHOOL
OVERVIEW

第四次学科评估：应用经济学参评高

校155所，我校评估结果为A；工商

管理参评高校240所，我校评估结果

为A。法学与外国语言文学评估结果

为A-，统计学评估结果为B+，理论

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评估结果

为B。我校主要学科排名位居教育部

财经高校前列。

“在全国参评的高校中，仅有清华、

北大、贸大在上述四个学科中同时获

得A类的优异成绩！”

外国语言文学



学科评估和排名

SCHOOL
OVERVIEW

201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等10个专

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精算学、财务管理、朝鲜（韩）

语专业3个专业入选首批北京市一流

专业建设点。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

学入选北京高校第二批“重点建设一

流专业”。



学科评估和排名

SCHOOL
OVERVIEW

2020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统

计学、财政学、保险学等10个专业入

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经济

与金融、国际政治、汉语言文学、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4个专业入选北京

市一流专业。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北京市一流专业







国际经济
与贸易

法学
(国际经济法)

金融学
工商管理

外语
（商务外语）

学院设置
FACULTIES

我校下设13个本科培养学院（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金融学院、国际商学院、法学院、英
语学院、外语学院、信息学院、保险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语言文
学学院、统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拥
有经、管、文、法、理、工六大门类，是以
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国际经济法）、金
融学、工商管理、外语（商务英语）等优势
专业为学科特色的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大学。

13
个

本科培养学院

6大

学科门类

54
个

本科专业



特色培养

三语培养
实验班

专业+英语+小语种
复合型国际贸易高端人才

精算与风险
管理实验班

国际合作培养模式并配备
精算师考试咨询小组

鸿儒金融人
才实验班

旨在培养适应金融监管机
构的新时代高端金融人才

经济学荣誉
实验班

精英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具有国际
竞争力以学术为导向的高层次经济
学专门化人才

政治经济管理通
才实验班、涉外
型卓越经贸法律
人才实验班、数
字贸易实验班、
CFA实验班

院内选拔/跨院选拔/大类
分流





2022年全国高校在北京的招生录取分数线对比：

对外经贸大学在京录取情况

排序 院校 专业组 总分
1 清华大学 不限 689
2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不限 687、671
3 复旦大学 不限 677
4 浙江大学 不限 675
5 上海交通大学 不限 672
6 中国人民大学 不限 670
7 南京大学 不限 669
8 北京理工大学 不限 657
9 南开大学 不限 656
10 北京师范大学 不限 655
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不限 652
12 华东师范大学 不限 645
1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不限 643
14 中山大学 不限 643
15 中央财经大学 不限 642
16 厦门大学 不限 642
17 华中科技大学 不限 642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不限 639
19 上海财经大学 不限 639

排序 院校 限考“物理”相关 总分

1 清华大学 物理＋化学 688

2 北京大学、医学部 物理 688、67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 684

4 复旦大学 物理 681

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物理 681、667
6 浙江大学 物理 678

7 复旦大学医学院 物理＋化学 675

8 中国人民大学 物理／历史 673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 673

10 南京大学 物理＋化学 672

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物理 663

12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 662

13 同济大学 物理 662

14 北京理工大学 物理 659

15 南开大学 物理 659

16 武汉大学 物理 654

1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物理 653

1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物理 652

19 中央财经大学 物理 649

20 四川大学 物理＋化学 648

21 华中科技大学 物理／历史／地理 646

22 西安交通大学 物理 646

23 北京邮电大学 物理 645

24 上海财经大学 物理 645

25 东南大学 物理 645

26 中山大学 物理 645

27 电子科技大学 物理 645

28 华东师范大学 物理 644

29 天津大学 物理＋化学 642

30 西北工业大学 物理 641

31 山东大学 物理 639

32 厦门大学 物理＋化学 638



对外经贸大学在京录取情况

2022年在京985高校和部分211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对比：

排序 院校 专业组 总分

1 清华大学 不限 689

2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不限 687、671

3 中国人民大学 不限 670

4 北京理工大学 不限 657

5 北京师范大学 不限 655

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不限 652

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不限 643

8 中央财经大学 不限 642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不限 639

排序 院校 限考“物理”相关 总分

1 清华大学 物理＋化学 688

2 北京大学、医学部 物理 688、67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 684

4 中国人民大学 物理／历史 673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物理 663

6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 662

7 北京理工大学 物理 659

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物理 653

9 中央财经大学 物理 649

10 北京邮电大学 物理 645



招生专业（类） 包含招生专业名称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税收学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全球
管理实验班）

经济统计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商务英语、翻译、英语、法学-英语类双学士学位项目、金融学-
英语类双学士学位项目

法学类 法学、法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

公共管理类 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金融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双学士学
位项目、国际政治-英语双学士学位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网络与新媒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招生就业处

咨询电话：010-64492178

网址：http://aeo.uibe.edu.cn

微信公众平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招生办（GoToUIBE）

微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就业处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欢迎报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博学   诚信  求索   笃行

微信公众号：

智能招生咨询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