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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本科各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附一 1.1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财政学 94.55% 

房地产经营管理(中外) 100.00% 

行政管理 92.31% 

劳动与社会保障 95.65% 

税务 97.78% 

投资学 95.65% 

合计 96.38% 

 

 

附一 1.2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工商管理 88.10%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 100.00% 

国际商务(中外) 97.73% 

人力资源管理 90.48% 

市场营销 100.00% 

物流管理 97.56% 

合计 95.72% 

 

附一 1.3 会计学院 

就业率

专业  

财务管理 98.91% 

会计学 97.78% 

会计学(国会 ACCA)(中外) 98.00% 

会计学(国会 CGA)(中外) 100.00% 

会计学(国会美国)(中外) 97.87% 

会计学(注册会计) 97.96% 

合计 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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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1.4 金融学院 

就业率

专业 
 

保险(保险精算) 100.00% 

保险(保险学) 97.73% 

金融工程 100.00% 

金融学(公司金融) 100.00% 

金融学(国际金融)(中外) 100.00% 

金融学(金融实验班)(中外) 100.00% 

信用管理 95.00% 

合计 98.99% 

 

 

附一 1.5 经济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经济学(经济学基地班) 100.00% 

经济学(劳动经济) 92.31% 

经济学(世界经济) 96.92% 

经济学(数理经济) 100.00% 

经济学(数量经济)(中外) 89.13% 

合计 94.61% 

 

 

附一 1.6 人文学院 

就业率

专业 
 

对外汉语 95.24% 

社会学 92.00% 

新闻学 100.00% 

合计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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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1.7 法学院 

就业率

专业  

法学 92.22% 

合计 92.22% 

 

附一 1.8 统计与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统计学(金融保险统计) 96.88%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93.94% 

合计 95.88% 

 

附一 1.9  外国语学院 

就业率

专业 
 

日语 92.86% 

商务英语 98.18% 

合计 95.88% 

 

附一 1.10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电子商务 94.8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8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6.47% 

合计 95.00% 

 

附一 1.11  数学学院 

就业率

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 96.00% 

信息与计算科学 100.00% 

合计 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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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硕士各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附二 1.1  财经研究所 

就业率

专业  

城市经济与管理 100.00% 

国防经济 100.00% 

林业经济管理 100.00% 

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 100.00% 

农业经济管理 100.00% 

区域经济学 100.00% 

合计 100.00% 

 

 

附二 1.2  法学院 

就业率

专业  

法律史 100.00% 

法律硕士(法学) 96.30% 

法律硕士(非法学) 96.92% 

法学理论 100.00% 

国际法学 100.0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00.00% 

经济法学 100.00% 

民商法学 100.00% 

诉讼法学 100.0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00.00% 

刑法学 100.00% 

合计 97.86% 

 

附二 1.3  国际文化与交流学院 

就业率

专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90.00% 

合计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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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1.4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财政学 100.00% 
房地产经济学 100.00% 
公共经济政策学 100.00% 
国民经济学 100.00% 
行政管理 100.00% 

技术经济及管理 100.00% 
教育经济与管理 66.67% 

社会保障 100.00%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00.00% 

税收学 100.00% 
税务硕士 100.00% 
投资经济 100.00% 

土地资源管理 100.00% 
资产评估硕士 100.00% 

合计 99.20% 

 

附二 1.5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产业经济学 100.00% 
国际贸易学 100.00% 
国际商务硕士 97.56% 
旅游管理 100.00% 
企业管理 100.00% 
世界经济 100.00% 
市场营销学 100.00% 
体育经营管理 100.00% 

合计 99.22% 

 

附二 1.6  会计学院 

就业率

专业  

财务管理 100.00% 
会计硕士 100.00% 
会计学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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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1.7 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工商管理硕士 100.00% 
合计 100.00% 

 

 

附二 1.8  金融学院 

就业率

专业  

保险硕士 100.00% 
保险学 100.00% 

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100.00% 
金融硕士 100.00% 
金融学 100.00% 
信用管理 100.00% 
合计 100.00% 

 

 

附二 1.9  经济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经济史 100.00% 
经济思想史 100.00% 
劳动经济学 100.00%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00.00% 
数量经济学 100.00% 
西方经济学 100.00% 
政治经济学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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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1.10  人文学院 

就业率

专业  

传播学 100.00% 
经济哲学 100.00% 

科学技术哲学 100.00% 
伦理学 100.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0.00% 
马克思主义哲学 10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0.00% 
社会学 100.00% 

思想政治教育 100.00% 
文艺学 100.00% 
新闻学 100.00% 

中国古代文学 100.00% 
中国现当代文学 50.00% 

专门史 100.00% 
合计 96.72% 

 

 

附二 1.11  统计与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统计学 100.00% 
应用统计硕士 100.00% 

合计 100.00% 

 

 

附二 1.12  外国语学院 

就业率

专业  

日语语言文学 100.00%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00.00% 

英语语言文学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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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1.13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电子商务 100.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0.00% 

合计 100.00% 

 

 

附二 1.14  应用数学系 

就业率

专业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00.00% 
应用数学 100.00% 

运筹学与控制论 100.00% 
合计 100.00% 

 

 

附二 1.15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就业率

专业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100.00% 
制度经济学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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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博士各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附三 1.1  财经研究所 

就业率

专业  

国防经济 100.00% 
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 100.00% 

区域经济学 100.00% 
合计 100.00% 

 

 

附三 1.2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就业率

专业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100.00% 
合计 100.00% 

 

 

附三 1.3 法学院 

就业率

专业  

法律金融学 100.00% 
法律经济学 100.00% 

合计 100.00% 

 

 

附三 1.4  统计与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统计学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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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1.5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财政学 100.00% 
房地产经济学 100.00% 
公共经济政策学 100.00% 
国民经济学 100.00% 

技术经济及管理 50.00% 
税收学 100.00% 
投资经济 100.00% 
合计 96.30% 

 

 

附三 1.6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就业率

专业  

产业经济学 100.00% 
国际贸易学 100.00% 
旅游管理 100.00% 
企业管理 100.00% 
世界经济 100.00% 
市场营销学 100.00% 

合计 100.00% 

 

附三 1.7  金融学院 

就业率

专业  

保险学 100.00% 
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100.00% 

金融学 100.00% 
信用管理 100.00% 
合计 100.00% 

 

附三 1.8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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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1.9  经济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经济史 100.00% 
经济思想史 100.00% 
劳动经济学 100.00% 
数量经济学 100.00% 
西方经济学 100.00% 
政治经济学 80.00% 

合计 95.65% 

 

 

附三 1.10  会计学院 

就业率

专业  

财务管理 100.00% 
会计学 100.00% 
合计 100.00% 

 

 

附三 1.11  人文学院 

就业率

专业  

经济哲学 100.00% 
马克思主义哲学 10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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