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财经大学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以“培育卓越财经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是一所突出经济学、管理学优

势和特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大学，是辽宁省一流大学

重点建设高校。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统领，着力突出学科群的战略地位和引领功能。

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2%-5%行
列；工商管理、统计学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5%-10%行列；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评

估结果为 B+，进入全国 10%-20%行列。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会计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及教育部、财政

部批准的“国家级特色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

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经济学 6 个一级学科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学科 A 类。

学校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5 个，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5 项，全国优秀教材二等

奖 2 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2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11 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 3 门、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 10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1 门、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3 门，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有省级教学成果奖 117 项，省级精品教材 15 册，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92 门、

省级精品课程 37 门、省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2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1 门、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4门，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6 个，成果数量在全国财经高校居于前列。

学校是国内最早拥有硕士研究生(1981 年)、博士研究生(1986 年)培养资质的财经院校之一，“经济

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6 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

济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 6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 42 个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 16 个）；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法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10 个一级学科学术

型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 73 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 18 个）；有金融、应用

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审计、法律、翻译、新闻与传播、汉语国际教育、工商管

理、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工程管理 16 个类别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在教育部首次专业学

位水平评估中，工商管理、会计专业学位评估结果为 A-。
学校坚持“顶天立地”的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方针，坚持科研精品化导向，积极服务国家、区域、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财政部共建基地 1 个、教育部国别

和区域研究中心 1 个。遵循“博学济世”校训，坚持立足辽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坚持“育人为本、



学科引领、人才强校、质量优先、开放合作、特色发展”六大发展战略，东北财经大学正向着全面建设

“国际知名、财经特色突出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迈进。

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是东北财经大学正式批准的独立建制研究单位，也是东北财

经大学两大学术高地之一。研究院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了从供应链的最顶层供应商到供应链的最终端

消费者的所有与现代供应链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数据流相关的现代经济管理行为与问题。

目前，研究院已经形成了以国际顶级期刊杂志编辑、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为学科带头人，以常

任轨和海外优秀博士为中心骨干的研究团队。目前研究院已有全职研究人员 14 人，均毕业于 985 高

校且拥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研究院已发表多篇国际顶级期刊文章，同时也发表了大量国际知名期刊

文章并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立项。在 2019 和 2020 两年，以研究院为主力的东北财经大学

在管理学国际顶级期刊杂志（UTD24）上，关于供应链与运营管理领域的文章发表量排名全国第七位。

研究院于 2016 至 2018 年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供应链与互联网金融年会，也是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

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分会秘书处单位，2019 年成功举办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分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2020 年举办全国供应链与运营管理教学短视频竞赛活动，2021 年在线上成

功举办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分会第二届年会，在业界形成极好口碑与影响力。

研究院积极搭建科研平台与国际顶级学者对接，通过定期的内外部学术论坛帮助成员实现进步与飞跃。

目前研究院已和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

密切的合作关系，紧密把握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同时研究院十分注重与企业、业界的合作，先后与

京东集团、顺丰集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爸爸的选择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沈阳机床集团等进行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

研究院拥有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层次的教育，参考国际一流商学院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模式，

借鉴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课程设置经验和供应链管理领域研究前沿，开设相应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

程，配合专业导师指导，国际化的教学模式，全方位的服务支持体系，以培养出最优秀的现代供应链

管理领域人才。

秉着“理论问题从企业中来，研究成果到企业中去”的思路，研究院通过与国内外学术界和工商界

的密切合作，对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致力于推动学术理论研究向实际应用的转

化。研究院既关注供应链传统领域的研究，如采购、生产、库存、运输和配送，重点研究供应链管理

领域中的国际前沿学术问题，又聚焦新的研究领域，如基于大数据的供应链管理，绿色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等。研究院还以东北企业为研究对象，切实解决企业问题，开展企业咨询，

开设企业培训课程，用知识指导企业发展，帮助东北企业走出困境，为振兴东北贡献力量。

工商管理学院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立于 1994 年 5 月，是东北财经大学最早成立的全日制学院。学院

拥有完备的本、硕、博教育体系，现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门类下的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市场

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治理 5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公司治理 6 个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及工商管理硕士（MBA）
专业硕士学位点，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4 个本科专业全部入选教育部首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示范项目，工商管理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国家

级综合改革示范专业。

工商管理学院于 1994年获得MBA教育试点权，是全国第二批 17所MBA试点院校之一，并于 2000
年获得全国 MBA 教育合格评估第二名。2017 年在教育部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工商管理学科评

估结果为 A-，位列全国前 5-10%。2018 年学院 MBA 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全国

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获得 A-，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共同位列前 7%-15%。

MBA（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 MBA（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由东北财经大学“两大学术高地”之一的现代供

应链管理研究院与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创办，是两方着力打造的 MBA 高端项目。现代供应

链管理研究院负责核心运营与特色课教学工作，工商管理学院提供日常管理与基础课教学工作。

01 培养目标
MBA（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致力于培养具备数据科学和商业分析技能，掌握供应链管理

理论与方法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培养的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国际视野，具有扎实的管理

理论基础，掌握系统的经济学知识，熟悉供应链行业背景并精通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管理专业知识，

具备较强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够在供应链管理领域中从事科学研究、应

用实践等工作，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创新性供应链优化方案。

02 方向特色
／ 一流的师资团队 ／



MBA（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是东北财经大学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和工商管理学院的共

建项目，充分整合两院的教学资源和师资优势，突出专业特点，实现共建共享。师资团队以两院常任

轨及海外优博全职教师为主体，联合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杰青），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优青）等校外专家组成等校外专家组成。同时邀请多位企业行业专家作为校外

导师共同承担人才培养工作。

师资代表：

李勇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奖、霍英东青年教师

奖、天津市青年科技奖等人才奖励。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肖勇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目前兼任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助理和兼职研究员，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2012）和中国管理

学青年奖（2014）的获得者。目前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的博士项目协调人。

陈祥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教授、副系主任，复旦大学国际供应链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纽约大学

STERN 商学院博士后，Kansas 州立大学访问教授，MIT 斯隆商学院访问学者。

许建军：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

事，全国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术年会（ISCOM）执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运营管理博士，加拿大纽

芬兰纪念大学和西班牙萨拉戈萨物流研究中心博士后，曾任麻省理工大学全球供应链物流卓越网络萨

拉格萨物流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康复：中国国家级青年创业导师，大连市十佳创业导师。东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阿米巴实践传

播专家、大连创业中心特聘专家、多所知名高校特聘创业导师与客座教授。浑元数据创始合伙人。

李长宏：东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教育部学位中心专业学

位水平评估专家，科技部项目评审专家，主持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多式联运智能调度管理与集成服务

应用示范”子课题。率先系统地提出“物流+”、“物流平台+”概念。

于波：物流工程与管理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客座教授、院聘教师。

具有 30 年的国际物流企业高管经历，先后从业于中国外运、TNT 中国、天地华宇集团，曾任 TNT 中
国总部高级总监、天地华宇集团副总裁等职务。在中国物流供应链领域和大连市有多个社会职务，曾

当选区人大代表、市工商联执委等，现任大连市仓储与配送协会秘书长。2000 年-2002 年在东北财经

大学 MBA 就读期间，任 MBA 学生会主席，并曾获颁“中国 MBA 英雄”荣誉证书。

陈文博：东北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管理

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等。主要

研究领域包括机器学习，库存控制、供应链管理等。

／ 前沿的课程体系 ／

MBA（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借鉴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课程设置经验和供应链管理领域研究

前沿，紧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当下热门的大数据技术与供应链相结合，开设大数据及其商业分析

等最新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课程内容涵盖供应链金融、智慧供应链商业创新、供应链营销分析等充分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的核

心课程，帮助学员提升职场竞争力。同时力邀诸多国内外顶级学者、企业高层为学生开设选修课、校

企课程、讲座等以丰富学生学习体验，扩展学生知识与经验。

主干特色核心课程包括：《大数据及其商业分析》、《供应链管理》、《供应链技术》、《供应

链金融》、《供应链营销分析》、《智慧物流》等。

／ 广泛的企业、行业合作 ／

MBA（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依托的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与工商管理学院已经先后与京

东集团、顺丰集团、阿里巴巴集团、科大讯飞、海尔集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深圳市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协会、大连商品交易所、阳光保险集团、爸爸的选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沈阳机床集等国内



名企达成合作，并与部分企业联合开发产教融合移动课堂，将名企移动课堂与企业高管授课结合起来，

通过学生走进企业和企业家走进课堂等多种形式，带领学生了解和学习优秀企业文化与前沿商业模式。

／ 庞大的校友资源 ／

东北财经大学拥有近 30 年的 MBA 教育历史和办学经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管理教育经验和广泛

的校友网络，校友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银行、证券、保险、贸易、IT、咨询服务和制造业等行业，

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广阔的就业前景 ／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全面的供应链管理管理能力和熟练的商业分析能力已经成为

企业核心的战略竞争资源。同时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已经被确定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方向，可以预见未来

市场上对供应链管理人才的需求会逐步升高，尤其是基于数据的供应链管理人才更加出现缺口巨大的

情况。基于上述现实背景，MBA（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应运而生，并将当下热门的大数据及

其商业分析技术与供应链管理相结合，提供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培训课程，全面

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招生对象
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

1．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含 2020 年 9 月毕业）；

2．大专毕业后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含 2018 年 9 月毕业）；

3．研究生毕业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含 2021 年 9 月毕业）。

学制
实行弹性学制，基本学制为 2.5 年，最长 5 年。修满规定学分，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可获

得工商管理硕士（MBA）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学习形式
每个月或每两个月集中授课一次，不超过一周。

报名方式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二者缺一不可。

01 网上报名

考生须于 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5 日（每天 9:00-22:00）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进行网上报名，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本人所

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不按要求报名、网

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在上述报名日期内，考生可自

行修改网报信息。预报名工作安排在 9 月 24 日至 9月 27 日（每天 9:00—22:00）。注意在报名的过

程中请选择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方向（003 工商管理学院－125100 工商

管理－供应链管理与商业分析）。

02 网上确认
网上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

和公布。考生网上确认时应当积极配合报考点工作人员，根据核验工作需要，按要求提交本人居民身

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等，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并缴纳报名费并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03 学历认证



考生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咨询网（http://www.chsi.com.cn），点击链接“学信档案”

后实名注册用户并申请认证，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若在线认证不成功，则需提

交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考生须于报名前完成学

历认证。

具体报名流程及考试有关事项以教育部通知为准，请随时关注网站通知。

考试科目
初试为全国联考，初试科目：外国语（包括英语、日语、俄语等语种）、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含

数学、写作与逻辑）两门科目，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政治理论考试在复试时进行。

联考辅导教材：《2023 年 MBA 入学考试英语辅导教材》和《2023 年 MBA 入学考试综合能力辅导教

材》。

考试及录取
全国联考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考生应当在考前十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

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

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经初试和复试，结合我校计划招生人数，综合考察，择优录取。

招生计划
拟招生人数为 20 人，实际招生名额以教育部确定的招生指标为准。

学费标准

共计 10.6 万元，分两年交齐。

研究院为品学兼优的 MBA 在读生提供院长奖学金。具体奖学金发放规则请参照研究院

相关规定。

跟紧社科，奋战最后 100 天！

社科专硕强化冲刺阶段开课！

百天速成，高效提分！

剩下最后 100 天，我们只学重要必考点！

搭配

刷题实战、真题集训及模考串讲

精华浓缩，名师预测未来考向，点睛押题！

免 费 预 约 试 听 !

【市内校区】

咨询电话：18004089003/18004089005

【开发区校区】

咨询电话：18004089006/18004089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