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商学院举办 2021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通知

1919 年南开大学建校之时，便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为办学理念，设

立文、理、商等学科，并于 1929 年正式成立商学院。改革开放之后，南开大学率先恢复和

发展管理学科。1980 年，管理学系恢复重建。1994 年成立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2005 年复

名南开大学商学院。

经过 30 余年发展壮大，学院现拥有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三个一级学科，设有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财务管理系、人力资源管理系、市场营销系、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信息资源管理系、现代管理研究所等教学与科研机构 8 个。学院现有博

士点 3 个，硕士点 8 个以及工商管理硕士（MBA）、会计硕士（MPAcc）、工程管理硕士（MEM）

和图书情报硕士（MLIS）4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本科专业 1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 个。

2017 年，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为 A 等。在 2020 年软科中国最好

学科排名中，南开大学工商管理学科跻身全国前 2%。
南开大学商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截至 2020 年 11 月，全院共有教职工 202 人，其中专

业教师 116 人，包括教授 44 人、副教授 54 人、讲师 18 人。学院各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国内

外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学术成果丰硕。近年来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类国家与地方奖项。主办的学术期刊《南开管理评

论》影响因子连续多年位居工商管理类刊物第一名。

截至 2020 年 9 月，在校学生共有 3770 人，其中本科生 1322 人、科学硕士研究生 277
人、专业硕士 1900 人、博士研究生 203 人、国际学生 68 人。

学院推行“走出去、引进来”的国际化战略，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美国、英国、法国、

新加坡、韩国、香港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所著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

交流、合作关系。学院先后在 2013 年和 2016 年通过 AMBA 和 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

国际认证。

南开大学商学院已逐步成为中国商科人才的培养重镇，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高地，服务经济社会的高端智库平台，“中国情景、中国理论、国际表达”的重要国际交流

平台。

一、招生专业及学科范围

夏令营名称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码 研究方向名称

商学院夏令营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商学院夏令营 120200 工商管理

01 会计学

02 企业管理

03 公司治理

04 人力资源管理

商学院夏令营 12050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01 图书馆学

02 情报学

03 档案学



招收推免生研究生学

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可接收本科所属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

程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1207 工业工程

类；1208 电子商务类；0701 数学类；0712 统计类；080205 工业设

计；0807 电子信息；0808 自动化类；0809 计算机类

120201 会计学 120203K 会计学；120204 财务管理

120202 企业管理 120201K 工商管理；120202 市场营销；120204 财务管理

1202Z1 公司治理 1202 工商管理类；1203 农业经济管理类；1209 旅游管理类；020101
经济学；020102 经济统计学；020104T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020201K
财政学；020301K 金融学；020302 金融工程；020303 保险学；020304
投资学；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071202
应用统计学；080907T 智能科学与技术

1202Z2 人力资源管理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1202 工商管理类；1204 公共管理类；1209
旅游管理类

120501 图书馆学 0201 经济学类；0202 财政学类；0203 金融学类；0204 经济与贸

易类；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1202 工商管理类；1203 农业经

济管理类；1204 公共管理类；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1207 工业工程类；1208 电子商务类；1209 旅

游管理类；0301 法学类；0302 政治学类；0303 社会学类；0401 教

育学类；050105 古典文献学；050107T 秘书学；0503 新闻传播学

类； 0601 历史学类；0711 心理学类；0712 统计学类；0809 计

算机类；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注：每个（学）类包括下设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

120502 情报学 0201 经济学类；0202 财政学类；0203 金融学类；0204 经济与贸

易类；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1202 工商管理类；1203 农业经

济管理类；1204 公共管理类；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1207 工业工程类；1208 电子商务类；1209 旅

游管理类；0301 法学类；0302 政治学类；0303 社会学类；0401 教

育学类；050105 古典文献学；050107T 秘书学；0503 新闻传播学

类； 0601 历史学类；0711 心理学类；0712 统计学类；0809 计

算机类；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注：每个（学）类包括下设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

120503 档案学 0201 经济学类；0202 财政学类；0203 金融学类；0204 经济与贸

易类；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1202 工商管理类；1203 农业经

济管理类；1204 公共管理类；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1207 工业工程类；1208 电子商务类；1209 旅

游管理类；0301 法学类；0302 政治学类；0303 社会学类；0401 教

育学类；050105 古典文献学；050107T 秘书学；0503 新闻传播学

类； 0601 历史学类；0711 心理学类；0712 统计学类；0809 计

算机类；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注：每个（学）类包括下设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

二、申请条件

1. 重点高校 2022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学习成绩优秀，预计可以获得本科毕业院校的推

免资格。

2. 专业排名在前 30% 。

3. 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须符合以下任一项：

（1）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 450 分及以上；

（2）TOEFL 成绩 90 分及以上；

（3）IELTS（A 类/学术类）成绩 6 分及以上；

（4）GRE 成绩 310 分及以上；

（5）GMAT 成绩 640 分及以上；

（6）英语专业四级（及以上）考试合格。

三、申报方式及流程

1. 网上报名。有意报名同学请于 6 月 25 日 12:00 前登录南开大学接收推免生网上报名

系统（http://yzxt.nankai.edu.cn/intern/frontend/web/ 请选择夏令营项目）。每位申请人限申

请一个专业或方向。我院将在报名截止后完成网上初审，请留意本人网上报名信息的审核结

果。

【网报说明】①在网报系统中点击“提交”方为正式报名，仅“保存”是未报名状态，

管理员无法进行网审。请通过网审获得“报名号”后再下载个人报名信息表，报名号为空的

材料不予受理。②如果填报两次或以上，我们将以申请人获得的最后一个报名号的信息为准。

③请通过网审并获得“报名号”后再下载个人报名信息表，否则报名号为”000000”，报名

号为 0 的材料不予受理。④在提交申请材料前须确认是否与网报信息一致，以上所有信息一

经确认，无法进行更改，请考生慎重填写，否则不予受理。

2. 提交材料。通过网审并获得报名号（报名号非 000000）的同学请于 6 月 26 日 12:00
前将以下材料次序扫描制成一个 PDF 文件发送到 bsyjs2020@126.com 邮箱。

系统显示“已录入”（即：本人尚未确认）或“网审未通过”的同学请勿发送材料，否

则不予受理。需发送的文字申请材料有：

（1）《南开大学 2022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报名信息表》（网报系统中下载，须本人签字

后扫描）；

（2）《南开大学商学院 2021 年夏令营申请表》（附件 1）；

（3）身份证原件扫描版（正反面扫描在一页纸上）；

（4）学生证原件扫描版；

（5）加盖校级教务部门公章的本科成绩单原件扫描件（前 5 学期）及本专业排名证明

（或在成绩单上空白处注明）原件扫描件；

（6）国家英语六级或其他外语考试成绩单原件扫描件（无需四级成绩）；



（7）参营的学术论文 1-2 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工作论文或作业论文）；

（8）表明申请人学习、科研能力的证书原件扫描件（可选项），其他种类的获奖无需

提供。

【特别说明】：①所有材料须按次序扫描制成一个 PDF 文件，文件以“报名号+报考

专业（研究方向）+本科学校+姓名”命名，例如“11111+工商管理（会计学）+XX 大学+张
三”。②无需提供推荐信。③如未按以上要求提供材料的，不予以受理。④请申请者保证所

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我院会将会对材料进行复核，一旦发现有材料不实情况，取消录取资

格。

3. 材料审核。收到申请材料后，我院进行审查、评估与筛选，预计于 6 月下旬在商学

院官方网站上公布入营学生名单并邮件通知到本人。若参营请在回复邮件【主题】处填写“报

名号+报考专业（研究方向）+姓名+确认参营”，2 日内未回复者视为自动放弃。届时未接

到入营通知的同学为未入选者，不再另行通知。

4. 获得入营资格的同学，将另行通知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不予退回。

四、考核方式与基本内容

采用线下面试方式，主要考核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专业知识、综合能力、外语水平等。

夏令营安排：7 月 3 日学院介绍和专家讲座；7 月 4 日面试。

具体活动时间与活动形式视天津市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具体安排详见商学院官网信息更新，夏令营结束将公布优秀营员名单。

五、费用

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不收取参营费。如果线下举办夏令营，我院将在夏令营期间向营员免

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并将为最终录取的非天津高校优秀营员提供往返天津的交通补贴（据票

实报，火车按照硬座标准或高铁二等座标准给予报销，搭乘飞机仅限经济舱机票，需要同时

提供行程单、机票和登机牌）以及住宿补贴（据票实报，上限 350 元/人/天），届时请保留

好票据。

南开大学校内住房预订电话：022-23501555。

六、咨询

凡是与 2021 年商学院夏令营有关的所有通知和信息（包括夏令营的后续通知），均在

我院官网上公布，同学们可以持续关注，咨询电话：022-23508017。
谢绝申请人的亲属或朋友咨询，以免出现信息交流与传递的错误，还请见谅。

南开大学商学院

研究生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