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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概况 

（一）专业概况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自 2004 年成立以来，经过 18 年的发展，在学科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 2004 年立

项校级重点学科，2005 年开放经济与贸易学科入选市级重点学科。2005 年，以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为核心的专业群立项上海市外贸经济本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成为首批

竞争性上海市十大本科教育高地之一。2011 年，本专业再次入选第四批上海市外贸经

济本科教育高地。2014 年，通过上海高校本科专业达标评估，评估结果为优秀。2017

年，入选第三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和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专业。2019

年，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通过长三角新文科专业认证联盟自主

专业认证。 

本专业生源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生源数量较为充足，质量较高。本专业面

向全国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统一按经济学大类招生，入学后再分为经济学和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截至目前共有在校学生 620 人。本专业除北京、天津、西藏、港澳

台之外的所有省份均有招生，除上海本地之外，其余招生比较多的地区包括安徽、贵

州、四川、广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2022 年国际经贸学院经济学类计划招生 340

人，实际报到 333 人，实际报到率达到 97%。 

（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1.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面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

局，服务上海“五个中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需求，对接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和新文科发展新要求，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系统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了解国际

经济与贸易领域前沿理论，并且通晓国际经贸通行规则、法律与惯例的，具备较强的

实践应用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创新意识及创新实践能力突出的，能



 

 
 

- 2 - 

 

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涉外部门，胜任国际贸易、投融资等相关战略规划、商务运营、

商事沟通与企业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 

经过本科阶段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及毕业五年后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G1：具备诚信品质、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心理素

质，能够在国内外经济与贸易活动中遵守职业操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目标 G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分析方

法和发展前沿，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分析工具，具备从事经济贸易理论研究的基本技

能。 

培养目标 G3：具备较强的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技能、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商务交

流和沟通能力。 

培养目标 G4：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精神、团队协作和管理能力，成为国际经济与

贸易或相关领域的骨干人才。 

培养目标 G5：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为职业生涯

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本专业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不断完善协同育人和实践教学机制，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善自查自纠的质量保

障机制并持续有效实施，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满意度。 

首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积极探索新文科背景下国际经贸人

才培养新模式。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时调研行业岗位需求，动态调整课程结构、

内容设置等，使得应用型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人才输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最新变化。

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国际化班突出英语特色、注重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的交叉融合，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商务谈判能力、国际商务运营管理和国际商务分析

决策能力；普通班突出国际贸易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体现学验并重的培养特色，通

过增加实践课程、实验课程和案例教学的比重，强化学生的国际贸易实务操作能力。 



 

 
 

- 3 - 

 

其次，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培养体系。本专业践行“校企合作八共同”的

“产教融合”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校政合作推进行业专家与教师共同制定培养

方案、参与教材开发、课程建设、教学设计、实习实训等环节，形成学校、企业、社

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考核体系，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同时，深化科教育人能力，

构建全链条科研反哺教学新模式，通过选拔组建优势科研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前

沿课程，带领学生完成科创成果转化应用。 

最后，搭建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平台，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本专业搭建包括专

业实习、创业计划大赛、暑期社会调查研究等各类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特色平台。通

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强化实践教学的效果，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3.本专业的毕业要求 

根据培养目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毕业要求 R1【思想政治素质】：（1）遵纪守法，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具有

人文底蕴、科学精神、了解国情社情民情，不断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具备较高的政

治素质；（2）有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目标，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较强的明辨

是非能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毕业要求 R2【诚信品质】：（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诚实守信，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2）注重社会信用建设和维护，

具备团队协作意识和协调组织能力，能够在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的

跨境、跨文化活动中发挥个人能力，促成团队合作目标的达成。 

毕业要求 R3【身心健康】：（1）具备健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身体素质，有基本

的自我安全感，能很好地了解自己并恰当地评估自己的能力，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

谐，善于从经验中学习，有良好的生活作风和生活习惯；（2）能根据自身爱好坚持健

康锻炼，具备与年龄与职业相适应的身体素质，有良好的处世技巧和人际关系，能适

度地宣泄情绪和控制情绪，在符合团体要求的前提下，能适当地满足个人的基本要求。 

毕业要求 R4【通专知识】：（1）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通识教

育类、学科基础类、专业核心类课程知识，并能运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基本理论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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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本专业领域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2）掌握国际

经济与贸易相关实际工作岗位的基本技能与水平，能够综合分析研究的结果，针对具

体的国际经贸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形成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R5【数据和信息素养】：（1）能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对本专业领域的信息进行文献检索、数据统计处理与计量分析；（2）能够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工具和方法，具备在教师指导下开展论文写作和科学研究的潜力。 

毕业要求 R6【创新意识】：（1）能够用创造性地发现、认识和评价本专业及相关

领域现象和问题，并通过系统性的分析和理论推导，形成具有创见性的个人判断、见

解；（2）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思辨的创新思维能力，这种创新思维能力是体现在发现

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找到新方法，产生新结论的全过程的。 

毕业要求 R7【实践能力】：（1）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实务操作技能与业务执行

能力，具备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基本技能与水平；（2）能够综合分析研究的结果，针

对具体的国际经贸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形成解决方

案。 

毕业要求 R8【国际视野】：（1）从听、说、读、写、译等各方面较熟练掌握一门

外语，具备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商务沟通和交流；（2）

了解各国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熟悉双边、多边国际经济协定、制度、承

诺，以及经济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惯例，能熟练运用从而进行国际经贸往来和妥善解决

国际商务争议，能够在国际经贸的实践活动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毕业要求 R9【学习发展】：（1）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备自我规划、管理和实

践职业生涯的能力；（2）具备终身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

补充和完善知识储备体系，不断提升个人职业能力，促进职业人生的可持续发展。 

4.专业就业面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主要在跨国公司、外贸外资企业、物流企业、商务代

理机构、金融机构、咨询机构及政府部门等从事涉外工作。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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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专业复合和实践能力应用较强、诚信品质突出，能快速胜任外贸外资等多种岗

位。 

5.专业学分、学时设置等情况 

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方面，根据学校统一规划，对照新文科建设要求、国家本科

教学质量标准和新时代经济发展需求，对现行的课程体系、课程学分结构及课堂学时

数进行整体优化和整合。本科专业教育实行 4 学年的基本学制，并实行 3-6 年的弹性学

制。 

每学年实行春季和秋季两学期，每学期实行长短两个学段。学生必须修满并获得专业

培养方案规定的 160 学分，其中通识课模块 57 学分，专业课模块 67 学分，实践课模

块 36 学分。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以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具体设置情况如表

1。 

表 1 2022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分与学时设置情况 

分类 

学分数（学分） 学时数（课堂学时） 

总
学
分 

其中 1： 其中 2： 总
课
堂
学
时 

其中 1： 其中 2： 

必修 选修 理论 实践 必修 选修 理论 实践 

小计 160 125 35 100.94 59.06 2416 1904 512 1671 745 

比重 100% 78.125% 21.875% 63.09% 36.91% 100% 78.81% 21.19% 69.16% 30.84% 

注：选修课包括限选课；实践教学含实验和实训等环节；比重为占总学分或总学时的比例。 

6.主要专业课程设置情况 

本专业主要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

财政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管理学、国际贸易实务、跨国公司经营

与管理、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学、国际商务谈判（全英语）、中国对外贸易、跨

境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全英语）、进出口结算等。按照基础学制设

置课程体系和多元化课程模块，专业必修课模块直接对接国家课程标准，专业选修课

程则直接对接长三角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需求，设置贸易实务模块、数字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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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跨国经营模块和学科基础课模块。这 4 大模块课程的设置都注重学生综合实践

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专业课程设置情况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专业必修课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统

计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

实务》、《国际商务谈判（全英语）》、《国际投资学（全英语）》、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结算》等 

专业选修课  

贸易实务模块 《国际商务函电（全英语）》、《外贸客户开发与管理》、《国际货物

运输与保险》、《跨境电子商务》等 

数字贸易模块 《数字贸易概论》、《区块链与国际贸易》、《数字产品贸易》、《数

字经济学》、《商务数据分析》等 

跨国经营模块 《国际经济合作》、《国际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全英语）》、《全球

价值链》、《国际商务融资与投资》等 

学科基础模块 《国际经济学热点与前沿（全英语）》、《共享经济学》、《文化经济

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 

短学段课 《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全球价值链前沿专题》、《区域经济与国别

贸易》、《经济文献检索与分析》、《跨文化沟通与外交礼仪》、《经

贸实务前沿》、《创新创业实践与科创竞赛实训》、《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毕业论文撰写与实践》等 

二、专业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现状与发展 

1.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兼任教师、教学团队建设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本专业有 26 名专业教师，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18

人。从学历结构看，博士学位 24 人，占专任教师的 92.3%。从年龄结构看，本专业教

师主要是中青年教师为主，46%在 40-49 岁之间，42%在 40 岁以下，超过 50 岁的 3 人，

具体如表 3 所示。其中，常任轨 1 人，11 人有留学或访学经历，13 人有相关实务工作

经历和行业背景，具有双语授课能力教师 12 人。师资队伍总体数量结构合理，教师整

体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能够满足教学需要。 

表 3 专业教师数量及结构 

学历结构 职称结构 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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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博士 24 92.3% 教授 3 11.54% 40 岁以下 11 42.31% 

硕士 1 3.85% 副教授 5 19.23% 40-49 岁 12 46.15% 

学士 1 3.85% 讲师 18 69.23% 50 岁以上 3 11.54% 

兼职教师队伍对于应用型本科髙校的专业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方面有重要的

提升作用，也是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综合实力的重要力量。除 26 位专任教师外，

本专业还聘请国内外其它高校知名学者和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企业高管等作为

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近年来或每学期为本专业学生开设专业课程或不定期为本专

业师生举办讲座。2021-2022 为学生授课的兼职外聘教师达到 18 人。 

在教学团队建设方面，深入贯彻骨干教师激励计划制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已

经建成 5 支基础教学队伍，包括国际贸易实务教学团队、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团队、国

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团队、国际投资学教学团队和国际投资学（全英语）教学团

队，目前正在专业教学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础教学团队 

序号 基础教学团队名称 团队负责人 

1 国际贸易实务教学团队 高鸣霞 

2 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团队 赵晓霞 

3 国际经济学（全英语）教学团队 赵大平 

4 国际投资学（全英语）教学团队 杨勣 

5 国际投资学教学团队 潘辉 

2.学年度教师科研情况（立项、发表论文、出版教材、著作情况）、学年度教学

研究和教学改革情况、学年度专业教师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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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科研和教学改革研

究工作，以科研促进和支撑教学。2021-2022 学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任教师的年

度科研情况、教改研究情况和专业教师获奖情况如下。 

科研成效：发表 A 级论文 4 篇，B 级论文 4 篇，C 级论文 2 篇，省部级及以上课

题 3 项（国家社科 2 项，晨光计划 1 项），获决策咨询成果 7 项，具体如表 5-7 所示。 

教改成效：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共 9 篇，其中期刊公开发表 3 篇，4 篇入选《上海立

信会计金融学院 2020 年在线教学实践案例与研究论文集》，1 篇入选《第二届新商科

人才培养论坛文集》，1 篇入选《探索与实践--2021 年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集》。 

教师获奖：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 10 项，具体如表 8 所示。 

表 5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发表高水平论文情况（2021-2022学年）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期刊及刊期 级别 

1 
Dynamic mechanism design on social 

networks 
孙蕾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021.11 
A 

2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households 

姚遥 
《Energy Economics》 

2022.02 
A1 

3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Model of High-tech Industry Based on 

Genetic Optimization Neural Network 

刘婷婷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2022.04 

A2 

4 
Existence of $\alpha$-cores for games 

without compact assumptions 
张海群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a》 

2022.04 

B2 

5 
有限理性下种群博弈中合作均衡的稳

定性 
张海群 

《应用数学学报》 

2022.05 
B1 

6 
The Influence of the Network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User 
刘婷婷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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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期刊及刊期 级别 

Information Behavior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roduct Promotion Based on 

Mobile Social Network Marketing 

Perspective 

2022.05 

7 
消费者为什么愿意打赏微信公众号？-

基于信息传递理论的视角 
马万超 

《复印报刊资料·市场营销

（理论版）》《人大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 

2022.06 

C 

8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

机制分析 
魏如青 

《经济问题探索》 

2022.06 
C 

9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under the 

Low-carbon Background 

刘婷婷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2022.07 

B1 

10 
Air pollution and political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姚遥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2.08 

A1 

表 6 2021-2022学年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情况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

人 课题类别 立项结项 
时间 

1 

“后疫情时代”兼顾安全与收益

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行业

布局研究 

孙好雨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 

2021.09-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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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区金融自由化对中国企业跨

境投资及全球资源配置的促进

效应研究 

孙好雨 
2021 晨光计划 

2022.01-2024.12 

3 
长三角地区科创政策协同：理

论机制、创新效应及优化策略 
刘婷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 
2022.6-2024.6 

表 7 2021-2022学年获决策咨询成果情况 

序

号 
决策咨询成果名称 作者 

影响力说明（包括领导批示、政

府部门采纳、有关内参、要报采

用） 

1 
加强我市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

建议 

赵晓霞 领导批示，上海市市委宣传部，

2021.09 

2 
需充分重视高校毕业充分高质量就业

的***问题 

赵晓霞 领导批示，上海市市委宣传部，

2021.12 

3 
上海浦东优化金融服务贸易统计的思

路和举措研究 
陈霜华、舒杏 政府内参和成果要报，2021.11 

4 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及对策 赵晓霞 正国级批示，2022.02 

5 
建立管理有序、服务完善、高效便捷的

民生工程 
赵晓霞 省部级批示，2022.06. 

6 精准应对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趋势 赵大平 省部级专报，2022.06 

7 高度重视 RCEP 风险预防机制建设 赵大平 省部级专报，2022.06 

表 8 2021-2022学年教师获奖情况表 

序号 获奖名称 级别 负责人 获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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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名称 级别 负责人 获奖日期 

1 
“上海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国际比较研究”获

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2021）报告类三等奖 
国家级 陈霜华 2022.02 

2 
“转口贸易功能提升有关问题研究”获商务发展

研究成果奖（2021）报告类优秀奖 
国家级 潘辉 2022.02 

3 

国际经济与贸易一流专业（A 类）（含全英语专

业）建设获 2020 年度“高地大”绩效考核优秀项

目 

校级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21.07 

4 
POCIB 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2021-2022 赛

季）指导教师三等奖 
省部级 高鸣霞、孔炯炯 2021.11 

5 

2021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

赛全国总决赛暨全球商务谈判竞赛中国地区

选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省部级 张燕等 2021.11 

6 
2021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助理研修成果典型案

例展示活动 青年教师教学助理组二等奖 
校级 魏如青 2021.12 

7 

2021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助理研修成果典型案

例展示活动 青年教师教学助理带教导师组

二等奖 

校级 张燕 2021.12 

8 
2020-2021 学年校级教学（管理） 

优秀奖 
校级 舒杏、张燕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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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名称 级别 负责人 获奖日期 

9 
2022 年上海市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

竞赛三等奖 指导教师 
市级 杨勣、潘辉 2022.05 

10 
首届学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 

一等奖 
校级 张燕 2022.08 

3.教学名师培育、青年教师培养、教师进修与培训、教师教学水平提升等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从多方

面开展师资培养。一是从企业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二

是实行新进教师的岗前培训制度和青年教师带教制度。为每位新入职青年教师配备导

师，通过青年教师导师制提升新入职老师的教育教学能力。通过传帮带、互相听课评

课，鼓励青年教师多投入精力思考教育教学技能，提升教育教学能力。青年教师通过

听课、评课、记录心得等方式，迅速提高了教育教学水平。 

学院高度重视教师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培养，积极鼓励并创造

条件使专任教师参加各类培训。2021-2022 学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师参加各类培

训达 97 人次，派遣 1 名教师去企业或政府部门践习，具体如表 9 所示。 

表 9 2021-2022学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师培训情况 

培训名称 教师 时间 

2021 年新入职教职工岗前培训 孙继圣、孙好雨 2021.10 

西交利物浦“研究导向型教学”与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分享交流 
魏如青、彭江燕 2021.10 

有效教学之旅专项研修培训 魏如青、金晓梅 2021.10 

管理案例在教学中的应用 彭江燕 2021.10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创新-张燕 孙好雨、孙继圣、张海群、孔炯炯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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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开放观摩活动 
刘婷婷、金晓梅、马万超、郭钦鑫、孙继圣、张

海群、罗子嫄、孙好雨、高磊、魏如青 
2021.11 

美化你的教学 PPT:专项训练指导 彭江燕、金晓梅 2021.11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 孙好雨、高鸣霞、孙继圣、魏如青 2021.11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特征与备

赛要点”培训 
彭越、彭江燕 2021.11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培训 金晓梅、彭越 2021.11 

教育部 26 种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

师培训 

尹今格、蔡伟雄、高磊、高鸣霞、金晓梅、刘婷

婷、马万超、潘辉、彭越、舒杏、张海群、赵大

平、周茉 

2021.12 

数字经济研讨会 舒杏、孙继圣、罗子嫄、魏如青 2021.12 

学习《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

核评估实施方案》 
舒杏 2021.12 

在线教学经验系列分享交流会 尹今格 2022.03 

标准引领下的优质在线课程设计 

与实践 
魏如青、舒杏 2022.03 

教师如何更好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孙好雨、舒杏、尹今格、魏如青 2022.03 

“在线教学互动设计”专题培训 尹今格、魏如青 2022.04 

2022 年度上海市级重点课程申报 

培训会 
舒杏、张海群 2022.05 

经济学案例分析课程过程评价探索 尹今格、孙继圣、高磊、彭江燕 2022.05 

教学能力提升相关专题培训课程 孙继圣 2022.05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若干教学

问题与探讨 
孙继圣、魏如青、高磊、张海群、金晓梅 2022.05 

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魏如青 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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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论坛 

首届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研讨会 孔炯炯、张燕、赵晓霞、赵大平、胡俊芳、舒杏 2022.06 

上海市属高校青年教师系列培训- 

教研论文班 
孙好雨 2022.08 

暑期教师自主研修 

陈霜华、孔炯炯、蔡伟雄、张燕、潘辉、胡俊芳、

彭江燕、舒杏、高磊、孙继圣、张海群、罗子嫄、

孙好雨、马万超、郭钦鑫、周茉、尹今格、金晓

梅、魏如青 

2022.08 

（二）教学条件与投入 

1.专业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含日常教学经费、专项经费、毕业论文经费、实验

经费等） 

表 10 近 3年教学经费 

近 3 年本专业本科生每年生均四项经费(单位:元/生·年)情况  (四项经费包括本科业务费、教学差旅

费、体育维持费、教学仪器设备维修费；生均四项经费＝四项经费/折合学生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680 元/生 570 元/生 574 元/生 

近 3 年学校累计向本专业投入专业建设经费 356 万元 

序号 主     要     用     途 2022 年生均金额(元) 

1 教学日常运行经费 574 

2 实践教学经费 250 

3 毕业论文专项经费 750 

2.专业图书资料（电子图书、纸质图书）数量及利用情况 

图书馆设有经济图书借阅室、开放经济与贸易文献资源中心。在学校图书馆馆藏

纸质图书 253.7 万册，纸本期刊 1704 种，电子图书 158.8 万册，电子期刊 4.8 万种，数



 

 
 

- 15 - 

 

据库 83 个的坚实后盾下，本专业还订阅了《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

等多本高层次学术水平期刊，方便师生借阅。2019-2022 年度新购进专业书籍《商品区

块链：开启加密经济新时代》《数字经济：中国经济创新增长新蓝图》《数字经济 2.0：

引爆大数据生态红利》《数字经济：影响未来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赋能数

字经济:大数据创新创业启示录》《区块链+开启智能新时代》《中美贸易利益分配评估

研究》等多本呈现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和外贸业务新业态的书籍。 

（三）教学激励计划 

2021-2022 年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激励计划制定和完成度较高，激励计划

主要由专业导师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组成。 

专业导师主要对学生进行学业、专业、就业的三业教育以及学生科创的引导。在

学业指导方面，专业导师 26 人参与导师计划，并形成了 5 个基础教学团队，同时覆盖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一到大四的所有学生，覆盖率达到了 100%。 

在专业引导方面，学院、专业导师在学生入学初即进行专业介绍，使学生从入学

开始就对学院的专业设置、发展现状及发展目标有了大致了解；在专业分流过程中，

专业导师对专业差异进行细致讲解，认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对学生进行针对性专

业引导，并于 2022 年 5 月顺利完成 2020 级学生专业分流。 

在就业指导方面，专业导师能够悉心指导学生的毕业实习，同时关注学生的实习

就业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指导，适时地提供多家企业招聘就业信息，帮助学生就业。

另外，本专业对毕业生培养质量进行跟踪调研，从而获得了相应的人才市场反馈，能

够更好地指导就业教育的工作。 

在指导学生科创方面，专业导师积极认真地指导学生进行院级、校级及更高级别

创新实践项目的申报，指导学生参与了学院的“经济人案例分析大赛”、“外贸综合

技能大赛”、“科创精英训练营”以及全国性的外贸和商务大赛。2021-2022 学年，学

生创新实践成绩硕果累累，获得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赛总决赛一等奖

两项和三等奖一项、POCIB 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2021-2022 赛季）团体三等奖、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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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市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三等奖、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第十三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三等奖等。 

在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方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老师积极响应教学激励计划，

按照要求合理安排时间做出计划，并严格认真地贯彻执行，参与率达到 100%，大部分

教师都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超额完成了教学任务。 

三、专业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课程与教材建设 

1.专业课程概况 

本专业课程体系分为通识课模块、学科专业课模块和实践课模块。其中，专业必

修课程直接对接国家课程标准，专业选修课程直接对接长三角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和

企业需求，设置贸易实务模块、数字贸易模块、跨国经营模块和学科基础课模块四大

模块。截至目前，本专业专任教师已建以及在建课程为：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市级

重点课程 3 门、市级一流本科课程 2 门，校级优质在线金课 2 门和校级全英语课程 1

门。课程建设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 2020-2021学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各类课程建设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责任人 级别 类别（重点/精品） 

1 国际商务谈判 张燕 国家级 国家级一流课程 

2 国际贸易实务 孔炯炯 上海市 市级重点课程 

3 国际投资学 杨勣 上海市 市级重点课程 

4 国际经济合作 赵晓霞 上海市 市级一流本科课程 

5 国际经济学 赵大平 上海市 市级一流本科课程 

6 财经中国 毕玉江 上海市 市级重点课程 

7 国际经济学热点与前沿 赵晓霞 校级 全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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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胡俊芳 校级 校级优质在线金课 

9 国际服务贸易 舒杏 校级 校级优质在线金课 

在数字贸易模块课程建设方面，2021 年立项院级课程《数字贸易概论》《区块链

与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中的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国

际贸易数字化发展前沿》《贸易融资与大数据应用》等，2022 年立项院级课程《数字

素养概论》和《数字营销》，注重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以及运用数字技术解决

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及修订情况 

课程教学大纲由主要授课老师牵头，围绕授课教材进行集体讨论，确定授课内容

和考核要求，再根据学校统一要求的格式加以编写。目前本专业所有课程使用新版教

学大纲和授课计划，在教学大纲中全部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各门课程教学大纲、课件、

教材、授课计划等基本教学文件齐全，课程考试结束后，试卷、答题纸、答案及评分

标准、试卷分析表、成绩统计分析表等文档归类装订存档，有效保证了教学效果。 

3.学年度教材建设情况 

本专业注重教材选择，严格按照质量高，适用面广，系统性强的原则选取教材。

专业课程大多采用国际通用的经典教材，但同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对专业理

论知识的应用能力，专业教师也积极围绕专业特色进行自编教材的修订和建设。由陈

霜华老师主编的《国际服务贸易》特色教材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出版。 

（二）实验实践教学 

1.专业实验实践教学总学时、总学分占比情况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22 级人才培养计划中，实践教学总课堂学时 745，占全部

课程总学时的 30.84%；实践课模块总学分 36 分，占全部学分的 22.5%。在人才培养方

案中的具体情况如表 12 所示。 

2.实验教学大纲、实习（实训）教学大纲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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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开设的实验课程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指导手册等基本教学文件完备，学生的实

验报告、实验成绩等教学文档资料齐全并归档保存。 

表 12 2022级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践课模块教学 

平台 平台学分 平台比例 课程模块及类别 学分 
 
 
 
 

 
实践课平台 

 
 
 
 

 
34 

 
 
 
 
 

21.25% 

 
 
 
 

长学段 

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设计）、大学

信息技术、国际商

务谈判实训、国际

商务情景综合实

训、企业运营实

训、新生研讨课、

创新创业实践等 

23 

短学段 军事训练、国际商

务案例、国际商务

伦理、国际商务前

沿专题、质性研究

与人工智能等 

13 

3.专业实验室建设与开放利用情况 

目前，为了满足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实践的需要，实验中心提供了丰富的各

类外贸实验实践平台，包括国际结算实战、外贸实习、外贸模拟训练和跨境电商创业

对抗实践平台，以及一系列情景教学和实训平台，例如：外贸单证教学、外贸实务教

学、国际货运及代理实训、国贸一体化实训平台等，具体如表 13 所示。这些实训教学

手段的介入，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边学边实际操作的过程

中增强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提高实际应用的能力。在接受这些实训教学和训练之后，

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参加国际贸易单证的考试，也有部分优秀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国际

贸易业务比赛，充足的实训实验设施使得本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得到大幅度提高。实

验室为实训课程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2021-2022 学年间，承担进出口结算（实训）、国际商务谈判实训、经济分析实验、

国际贸易情景综合实训、国际贸易实务、企业国际化运营实训等实训课程的实验室覆

盖本专业学生人数为 1338 人，具体如表 14 所示。  

表 13 国际经贸学院实验室实训教学平台情况一览 

序号 软件名称 
1 SimTrade 外贸实习平台 

https://lxjw.lixin.edu.cn/edu/lesson/admin/teachTaskSearch!info.action?lesson.id=38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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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mTrade 外贸实务教学系统 
3 SimTrade 外贸单证教学系统 
4 国际贸易模拟实习教学软件(TMT4) 
5 电子商务模拟实习(ITS) 
6 "进出口贸易实务"题库(QBIEO) 
7 国际贸易实务模拟软件 
8 外贸单证实训软件 
9 商务英语函电实训软件 
10 报关与报检综合实训平 
11 国际货代管理教学软件 
12 外贸商务平台及案例库 
13 智盛网上银行模拟软件 
14 跨国连锁经营管理教学软件 
15 云端创业教练实训平台系统 
16 国际会展实训平台 
17 供应链管理软件 

表 14 校内实验室使用情况 

序号 名称 承担的教学 
任务 

考核 
方式 

2021-2022 学年

受益学生数 

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实验室 进出口结算实训 

在规定时间内，一般为 6-12 周，

学生分组实现实训项目的要求，

并完成实习报告。实训成绩主要

由出勤、实训过程中的表现、实

习报告的质量、最终完成的实训

项目的质量等构成。最终给出成

绩，判定其通过或者不通过。 

165  
 

2 商务谈判实验室 国际商务谈判实

训 
229 

 

3 经济学实验室 经济分析实验 219 
 

4 海关模拟实训室 国际贸易情景综

合实训 
140 

 

5 国际贸易实验室、

信息安全实验室 国际贸易实务 224 
 

6 创业过程模拟实验

室 
企业国际化运营

实训 
361 

 

此外，为了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与外贸新业态趋势，本专业建立了数字经贸

创新实验项目，本项目的建设将以专业素养、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团队合作、信息

应用能力五大人才培养目标为抓手，切实提升学生实操技能的熟练程度，促进跨专业、

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以此为着力点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实验课程并非实验项

目的简单集合，而是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知识复合程度、认知规律以及能力培养目

标，选取适合实验项目加以组合。目前，数字经贸创新实验中心培育了《国际贸易情

景模拟综合仿真实训》《服务外包实训》《进口会展仿真实训》《创业机会识别》《经

https://lxjw.lixin.edu.cn/edu/lesson/admin/teachTaskSearch!info.action?lesson.id=384080
https://lxjw.lixin.edu.cn/edu/lesson/admin/teachTaskSearch!info.action?lesson.id=38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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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理中的计算机应用》《经济分析仿真实验》等 6 门虚拟仿真课程，计划建设形成

符合新文科专业认证标准、与人才能力培养目标相匹配的创新实验项目体系。 

为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及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

需要，截至 2022 年 8 月底，共有 25 家产学研基地。通过举办产学研战略合作交流会、

“行业专家进课堂”系列讲座，经贸名家大讲堂活动、经贸前沿线上专题讲座、举办

“经”益求精、“贸”萃英才校企线上就业推介交流会等，探索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

提升实践育人成效。 

4.学年度学生毕业论文情况（选题、指导、答辩、论文质量等） 

毕业论文（设计）写作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知识解决问

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为保障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对毕业论文（设计）写作环节做好

监控，依据学校和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有关规定，经贸学院对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组织教学委员会审核，由学院组织学生开题、教师指导、

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答辩、成绩评定和相关资料存档保管等工作。同时，为加强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学术道德建设，规范本科生学术行为，对全体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的毕业论文采用“论文抄袭检测系统”进行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检测工作，使得

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三）教学改革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为了努力适应社会人才需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对照国标、新文科建设要求不

断修订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改造传统课程，突出专业特色，使其更加符合新时代的

发展与要求。学院每年会通过全国高校同类专业培养计划的调研、全系教师课程质量

调查及分析，根据校内外研讨发现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根据学院安排，每年

春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及时参与学院组织的人才方案修订工作，包括课程体系的

修订、新课程的申请与审批等，从而逐步调整优化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方案。 

2.推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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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在巩固原有课程思政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以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

心为契机，继续关注新开课程、新进教师的课程思政落实情况，组织教师参加了各类

培训交流活动，例如“首届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研讨会”、“上海市级重点课程申报

培训会”、“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课程思政专题培训”、“暑期教师自主

研修”等，努力推进课程思政创新发展，使三全育人的观念深入人心。系部党支部也

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项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断，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不断提升自身理

论水平和政治素养。2022 年撰写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6 项，参加首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展示活动 1 人，参加“上海高校示范性本科课堂”建设暨首届教学展示交流活

动 1 人。 

3.推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逐步引导教师通过课程中心平台开展辅助教学活动，以引导教师教学方式的改革

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促进学生开展自主性、实践性、探索性学习，推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一是组织教师参加研讨式教学专题培训，进行翻转课堂等新

型教学模式的演练。二是鼓励教师运用慕课、翻转课程等教学模式探索课上、课下学

习互动新模式。三是鼓励教师充分运用网上课程中心系统，进行信息化的教学模式创

新实践。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结合重在增强师生互动，让学生对课堂内容理解更深

刻，突破课堂教学的时间空间限制，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自主学习、自由探索的学

习氛围。 

4．优化课程体系，不断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对标国家级和上海市级课程“双万计划”，整合资源，以全英语课程、教学案例、

在线课程等项目建设为基础，打造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本年度对

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在课程体系设置中更加注重应用型特色，增加了实

验实践类及专题选修类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空间。同时，继续推进数

字经贸实验项目，彰显数字经贸实践教学特色。计划建设形成符合新文科专业认证标

准、与人才能力培养目标相匹配的创新实验项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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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 

（一）教学质量体系建设 

为规范教学管理，保障教学质量学校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明

确教学决策组织、教学运行、教学督导监控、教学条件保障等在体系中各自的地位与

责任，优化管理，完善运行机制。在规章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注重系统、全面、科学、

规范，做到各项管理工作都能落实到位，使教学管理工作的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首先，形成了以教学秘书→专业主任→教学副院长→院长→教学委员会为主体的

学院教学管理体系，涉及教学活动的重大事项均提交教学委员会后，交学院党政联席

会审议决定。其次，学院设立了二级教学督导，全面督查学院各类教学事项，如课堂

秩序、考场秩序、评阅卷、毕业论文质量等。再次，学院完善教研制度，充分发挥系

部和教学团队的作用，及时解决教学中关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教材、实习

实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保证教学质量水平。具体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制度如表 15 所

示。 

 

表 15 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制度 

序号 制度名称 

1 《国际经贸学院教学管理实施细则》 

2 《国际经贸学院关于实验教学管理的规定》 

3 《国际经贸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教风建设的规定》 

4 《国际经贸学院调课、停课规定》 

5 《国际经贸学院关于听课制度的规定》 

6 《国际经贸学院关于考务管理工作的规定》 

7 《国际经贸学院关于教职工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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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经贸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 

9 《国际经贸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暂行条例》 

10 《国际经贸学院教学科研奖励办法》 

11 《国际经贸学院教学办公室岗位分工及职责》 

12 《国际经贸学院教研室工作规范》 

13 《国际经贸学院专业主任岗位职责》 

14 《国际经贸学院产学研基地建设及管理规定》 

15 《国际经贸学院专业实习教学管理实施办法》 

16 《国际经贸学院教师教学综合评价实施细则》 

（二）教学质量监控运行 

学院建立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对专业定位、培养计划、培养目标、教

学条件、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教学管理及教学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质量情况进行监

督控制与评价。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方面，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建立了教师相互听

课制度，构建了学生评教、系部互评、学院评教三位一体的质量评价体系，更为客观

全面地评价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层面，为了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除了通过常规

的督导听课、领导听课、同行听课的方式来监控教学质量之外，系部定期展开教研活

动，组织集中备课，一方面让教学质量好的老师进行示范性教学，另一方面就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实现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此外，充分利用学生线上

评教系统，让教师了解自己在教学中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提高教学效果。 

（三）教学质量评估与反馈 

在以上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下，结合督导反馈、期中教学检查反馈、学生评教反

馈、内部听课反馈、教研活动的反馈等结果，对教学质量进行客观评估，制定相应的

调整政策，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尤其在期中教学检查中，国际经贸学院充分发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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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作用，由系部主任、校外督导和教学办公室共同组织检查小组，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严格自查。主要检查内容为：教学秩序和课堂教学情况、必修课教学质量、

试卷检查与归档、日常教研活动的开展、教风学风、教师激励计划的执行。并在检查

的基础上，形成问题清单，逐一整改。 

根据学校规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积极实施了学校专业质量报告制度，每学

期期中对本专业教学情况进行自查，并根据学校有关部门要求，就本专业每学年的教

学运行情况和取得的成效积极撰写质量报告，汇总到学校总的质量报告中对外发布。 

五、学生培养成效 

（一）在校学生学业成绩 

1.在校学生课程成绩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在校学生课程成绩分布正常，与上一年度相比，大部分核心课

程成绩稳中有升，课程的重修比率、补考比率均在正常范围以内。其中，《国际贸易

实务》课程需要使用教学软件进行实训，受疫情影响，全体师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克服无法线下授课的困难，但仍存在着均分相对略低，而补考重修比率相对略高的问

题。表 16 展示了专业核心课程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平均成绩水平；表 17 展示了专业核

心课程本年度的重修率及补考率。 

表 16 2021-2022学年国贸专业主要课程平均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本年度平均分 上年度平均分 

国际贸易实务 140180310 74.80  78.07  

国际经济学(全英语)  140160213 78.10  78.10  

国际经济学（一）（全英） 142890313 84.05  81.30  

国际商务谈判（全英） 140240213 84.00  80.85  

进出口结算 140270210 84.83  82.13  



 

 
 

- 25 - 

 

注：国际经济学（一）（全英）对比上一年度课程为国际贸易学（全英）。 

表 17 2021-2022学年国贸专业主要课程重修率及补考率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应考人数 补考人数 补考比例 重修人数 重修比例 

国际贸易实务 140180310 145 8  5.52% 6  4.14% 

国际经济学(全英语)  140160213 83 1  1.20% 1  1.20% 

国际经济学（一）（全英） 142890313 57 1  1.75% 0  0.00% 

国际商务谈判（全英） 140240213 70 0  0.00% 0  0.00% 

进出口结算 140270210 140 0  0.00% 0  0.00% 

 

 

2.在校学生资格证考取成绩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积极考取职业资格认定、语言类证书、计算机水平证书

等各类资格证书，其中获得中外证券、基金、会计行业从业资格认定的学生数量较高，

此外也有部分学生获得了中文、英文、日文的语言类证书。具体情况如表 18 所示。 

表 18 2021-2022学年国贸专业学生考取资格证书情况 

证书类别 证书名称 证书颁发单位 考取人

次 

职业资格认证 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中国证券业协会 2 

职业资格认证 基金从业资格证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 

职业资格认证 初级会计从业资格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14  

职业资格认证 FRM（金融风险管理师）一级 全球风险管理师协会 2 

职业资格认证 ACCA 证书（已过 8 门）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10 

语言类 雅思 7.0 英国文化协会 6 

语言类 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 

语言类 实用日本语鉴定考试 J.TEST 准 B 级 日本语检定协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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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类别 证书名称 证书颁发单位 考取人

次 

语言类 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一级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 

计算机水平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合格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1 

3.学生学术研究成绩 

本年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也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共计 8 名学生在学术期刊

发表了论文 3 篇（如表 19 所示），研究范围涵盖了互联网医疗、直播助农、数字经济

等方面。 

表 19 2020-2021学年学生发表论文情况表 

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发表日期 

1 
张艾婧、孙

婕、李海怡 
基于多元分析的智慧城市竞争力研究 集成电路应用 2022-2 

2 

耿志豪、张

怡卓、付净

媛 

直播助农的关键环节和实现路径研究 消费导刊 2022-1 

3 
杨谨郡、周

珑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医疗产业现状调查及发展

分析 

国际医学与数据 

杂志 
2022-11 

（二）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重视创新创业类教育，积极推动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不断加大对创

新创业教育的投入，整合资源，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条件保障。加强科学研究与创新

创业的融合，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同时，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还注重高水平人才、科研团队教师对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举办“科创菁

英训练营”，以科研创新团队开设学术前沿动态课程为依托，将大学生科技创新机制

与学院人才培养目标有机融合，是科技创新育人的重要实践平台。结合本专业的专业

特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在学院、学校的组织下主要参加了 2022 年上海市高

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第十三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第七届“汇创

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 27 - 

 

创业大赛、2022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赛、POCIB 全国外贸从业能力

大赛等多项赛事，并取得了 20 人次国家级奖项、11 人次省部级奖项，各类赛事获奖情

况（省部级以上）如表 20 所示。 

表 20 2021-2022学年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情况（省部级以上） 

比赛名称 获奖项等级 主办单位 获奖人次 

2022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

赛 国家级一等奖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6 

2022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

赛 国家级二等奖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4 

POCIB 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10 

第七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

展示活动 省部级三等奖 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8 

第十三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 省部级三等奖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 
教育部 

全国学联主办 

1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省部级优胜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 

（三）毕业情况 

2021-2022 年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届学生共计 229 人，其中，截至 2022 年 10

月共有 223 名学生毕业，另有 6 名学生因故无法毕业，毕业率 97.38%，应届学位授予

率为 99.55%；具体情况如表 21 所示。 

表 21 2022届国贸专业（含专升本）应届学生毕业情况 

院（系） 专业 
应届学

生数 

6月毕业

学生数 

7月毕业

学生数 

10月毕业

学生数 

累计毕业

率 

目前未毕业

学生数 
未毕业率 

国际经贸

学院 
国际经济

与贸易 
229 207 14 2 97.38% 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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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去向与就业情况 

2021-2022 年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累计毕业学生共计 231 人，其中考研人数占比

3.03%，出国深造学生占比 10.82%，就业签约人数占比 58.87%，所有除读研与出国深

造以外的学生均实现了就业，就业率首次达到 100%，具体情况如表 22 所示。通过与

上一年度对比可以发现，总体学生出国深造的比率有所提高。 

表 22 2021-2022学年毕业生去向 

年度 人

数 
考研

人数 
考研

率 
出国

人数 出国率 签约

人数 签约率 就业

人数 就业率 

2021-2022 231 7 3.03% 25 10.82% 136 58.87% 231 100.00% 

2020-2021 300 11 3.67% 26 8.67% 184 61.33% 296 98.67% 

六、专业特色发展案例：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一）案例实施背景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不断完善

协同育人和实践教学机制，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具有实践经验与创新

能力的实用型创新人才。本年度培养了一批标志性教学成果，其中，由赵晓霞教授主

持，其他 7 位教师参与的“教学创新与学生科创实践之间“双螺旋”模式的构建实施”

项目获得上海市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项目二等奖。该项目基于原有教学层面以教师

单向授课为主、教材内容与国际形势前沿脱节严重、缺乏对学生价值层面的引领和情

感提升等现实背景，创新地提出了教学创新改革与指导学生实践互联耦合的“双螺旋

模式”。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获得该项奖项，体现了各位教师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

专业长期以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育内涵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具体体现，集

中反映了专业教学改革的特色与成效、创新与发展。 

（二）案例创新举措和显著成效 

项目教学创新举措包含了教学内容的重构增补和调整、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手段

创新、课程思政的全面融入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项目深入分析了教学创新与学生



 

 
 

- 29 - 

 

实践互相耦合的“双螺旋模式”的机理，发现这种教学互动模式能够以学生为中心，

一方面可以提升教学效果，形成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有益补充，优化学生的思维模式，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能推广到指导学生实践创新项目，提升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从教学创新到学生实践的双螺旋上升关系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

教学内容创新与指导实践中的选题论证的互促互动；第二，教学方法创新对学生实践

设计思路的引领及反哺；第三，教学手段与学生实践手段之间的技术互通；第四，课

程思政对指导学生实践的价值提升及需求反馈；第五，教学改革到指导实践的螺旋上

升过程，以上五方面构成了师生之间的互动螺旋，在不断上升中实现了互通、反哺、

指导与引领的作用，最终形成了教学与学生科创之间的互动成果。 

项目教学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经验推广和数据分析应用，将教学创新与学

生实践进行互联耦合，形成双螺旋模式运用到国际经贸专业的主要课程和指导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本专业将继续关注该项目教学探索与实践进展情

况，总结项目经验在课外实践、专家授课、软件模拟等课程中运用和推广，并进一步

推广到其他专业与学院的授课当中，并以实践成果对“双螺旋模式”进行深化、凝练

和补充。 

七、存在问题与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本年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鼓励教师通过外派出国访学、到实践部门挂职和参加

各种培训的方式提高自身教学水平、科研水平，但目前仍面临着生师比较高，高级职

称人数少，高层次人才少的问题。受现实情况的限制，专业本年度并未能够引进具有

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同时疫情影响也导致了教师赴国境外访学受阻。专业目前拥

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量仍有限，且同时存在着青年教师较多，青年教师教学经验有待

加强的问题。学院拥有一定数量的业界兼任教师，能够较好地弥补当前应用型本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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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专业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缺点，但是兼任教师中涉及到本专业教学与

本专业实践知识的教师数量仍有一定局限。 

2.课程体系需加强与经济发展趋势接轨 

本年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不断加强，通过建设《数字贸易概论》

《数字产品贸易》等课程以期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接轨，并组织编撰了《数字治理》

与《数字经济》两本教材，不断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但截止目前，

所建设课程中并非所有课程都已经开课并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已开设课程的教学大

纲、教学计划等内容也需要根据教学效果进行不断地打磨与完善。两本数字经济领域

的教材尚未在教学当中使用。 

3.科研反哺教学创新需不断深入 

本年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师取得了一系列高层次的科研成果，共发表 A 级

论文 4 篇，B 级论文 4 篇，C 级论文 2 篇。决策咨询成果 7 项。但高层次科研成果对教

学及学生创新创业的转化仍需进一步加强。高水平科研成果均为教师个人或与其他教

师合作完成，并无学生参与其中，难以通过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学生学术创新能力；

教师撰写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教研论文，但教研论文中高水平论文数量较少；同时具

有高水平科研成果的科研团队教师对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仍有所欠缺，无法通过

科研成果反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4.学生国际视野培养仍需加强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注重培养学生“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性问题，理解和尊

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能力。尽管在本年度，学院通过开设《跨文化

沟通与社交礼仪》课程、邀请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 Sajid 教授进行专题讲座、组织学

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但受到疫情

的影响，师生赴海外交流受阻，跨国交流几乎均通过线上实现。通过跨国文化的交流

沟通也存在着学生覆盖面不广的问题。尽管专业开设了全英文的专业课程，但是学生

毕业论文中的外文文献参考学习数量仍有待提高，论文外文摘要部分的撰写水平仍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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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进对策 

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已经在专业课程建设、教学建设改革、应用型人才培

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但也在科研反哺教学创新、培养学生能力与社会新

需求接轨等方面存在着如上所述的一系列问题。下一阶段本专业将继续对标国家“双

万”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标准，对标专业认证体系要求，继续深化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加快特色专业内涵建设步伐，强化特色人才培养。围绕以下 4 个方面提出改进

对策： 

1.加大外引内培力度，提升师资队伍教育教学能力 

针对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专业的改进措施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首先，通过加大

宣传力度的方式进一步扩充师资队伍，注重引进拥有海外背景、具有丰富科研经验、

教学与指导学生经验的、高水平、高学历的复合型人才，以提高师生比率，满足更高

质量教学的要求。重点引进应用型专业发展建设需要的学科带头人。其次，要不断地

完善现有师资的教学能力培训，鼓励现有专任教师、尤其是具有博士学位、科研能力

较强的青年教师参加各项教学培训与教学经验交流会，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积极推

动符合条件的教师竞聘高级职称，不断提高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第三，深入挖掘社

会资源，加强聘请相关行业的企业、政府专家为学生以开设课程或者学术讲座的形式

进行专业授课，提升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水平。 

2.完善现有课程体系，加强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接轨 

针对加强课程体系与经济发展趋势接轨方面，专业改进措施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尽快完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化专业本科生的专

业培养计划中的“数字贸易模块”课程建设，该模块当前已包含了十门课程，分别列

于学生的第 4 学期-6 学期的长学段当中，具体包括“数字贸易概论”“区块链与国际

贸易”“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商务智能数据挖掘”等课程。对于已经

开设的课程，例如“数字贸易概论”，需尽快针对课程的授课内容进行总结，对于授

课效果进行反思，在下一年度的教学当中针对教学反思改善教学效果；对于尚未开设

的课程，需尽快完善课程设计，为课程开设做足充分准备。第二，还应当为各类新开



 

 
 

- 32 - 

 

设的前沿领域课程构建网络平台，不断完善网络课程资源，发挥在线课程的作用，不

断增强慕课、微课、混合式课程建设，从而提升学生运用网络资源学习的能力。第三，

加强课程中的实践环节，不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应当注重实践环节的仿真性，而

不是仅仅流于形式的实践，从而让学生能够在进入社会之前提前学习到如何将课堂知

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 

3.发挥科研团队在学生指导中的作用，推进成果转化 

专业的改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加大现有的科研团队的建设力度，可

以邀请部分学生参加科研团队的会议，从而培养学生对于科研创新的兴趣，提升学生

的科研能力，还能够有效推动科研团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第二，注重高水平人

才、科研团队教师对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举办“科创菁英训练营”，以科研创

新团队开设学术前沿动态课程为依托，将大学生科技创新机制与学院人才培养目标有

机融合，邀请在科研与创新创业具有丰富经验的高水平科研团队专家参加“科创菁英

训练营”讲座，加强教师对于学生参加各项创新创业赛事的指导作用，而不是流于形

式的“挂名指导”。第三，重视高水平教学研究，鼓励教师结合教学实践发表高水平

教研论文，努力推动以教学推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形成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

关系，进一步提高教学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推进科研成果向教学成果的转化。 

4.加强海外交流合作，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在加强海外交流，拓宽国际视野方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改进措施如下：首

先，通过线上线下交流相结合的方式邀请更多的海外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同时鼓励师

生积极参加海外交流项目。第二，在课程设置中以案例的形式加入中美贸易战、RCEP

等与专业相关的国际案例，以提升学生运用课程所学知识认识国际问题、分析国际问

题的能力。这个环节需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应当具备专业的视角，

提现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第三，继续提升学生的英文口语与文字表达能力，在

全英文课程的教学与毕业论文英文摘要部分的写作中应当加强教师对于学生的指导作

用。第四，应当在“专家进课堂”或专题讲座、会议中更多地引入惠及师生的前沿视

野问题，以提升学生对于国际热点的关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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