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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项目类别

国家第一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

国家级特色专业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天津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天津市“十二五”品牌专业

天津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天津市“十三五”特色优势专业建设项目

天津市“十三五”应用型专业建设项目

新工科专业

数量

1

4

13

1

1

11

11

5

8

12

4

专业名称

食品科学与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金融学、旅游管理、财务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酒店管理（中美合
作）、金融学、应用统计学、能源与动力工程、通
信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法学、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生物工程、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酒店管理

金融学

包装工程、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经济学、财政学、英语、数学
与应用数学、应用化学、自动化、行政管理

财务管理、金融学、能源与动力工程、旅游管理、工商
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包装工程、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

会展经济与管理、宝石及材料工艺学、酒店管
理、统计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通信工程、包装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法学、酒店
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电子商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心理学、财政学、旅游管
理、土地资源管理、应用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工业设计

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
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组序号

专业组1

专业组2（中外合作）

专业组3

专业组4

专业组5

专业组6

专业组7（艺术类）

专业组8（联合培养）

专业组9（联合培养）

包含专业

经济学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信用管理、国
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卓越会展师实验班）、会计学、财务
管理、财务管理（智能财务方向）、旅游管理（高尔
夫经营管理方向）、法学、应用心理学、英语、英语
（应用翻译方向）、日语

酒店管理（中美合作）、财务管理（中澳合作）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工程管理、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智能
制造工程、电子商务、通信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工业设计

包装工程、应用化学

统计学类（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生物技术、制药
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

设计学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绘画

酒店管理（酒店运营管理，联合培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精密机械技术，联合培养）

选考科目

不限

不限

化学

物理

物理或化学

物理、化学、生
物（三选一）

不限

不限

物理

备注

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5个

天津市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6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1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4个

天津市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3个

天津市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2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3个

天津商业大学2022年在津专业组设置情况

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深厚商学素养的
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

天津商业大学前身为天津商学院，由原国家商业部于1980年创建，是我

国最早建立的商学院之一，成为天津市唯一的本科商科院校,为国家经济发展

培养商业人才。发展至今，学校是全国仅有的两所以商业大学命名的高校之

一，具有极强的商科特色。学校为天津市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特色学科群建设

单位，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建设点高校，全国创新创业教育典

型经验50强高校。学校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

以及港澳台研究生招生资格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

乐在天商

学校始终努力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大
学生活体验，让天商学子在这里体会成
长的乐趣，收获更全面发展的自己。

学校支持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
科技活动。学生形成自主积极开展专业
学术活动的良好氛围，通过学科专业竞
赛和活动提升了专业素养和职业竞争
力。以学校机械工程学院为例，学院能
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联合承办的
第十四届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
竞赛（华北赛区），国内40余所高校1000
余名大学生、研究生参赛，我校学生荣获
全国二等奖、三等奖等荣誉。近年来，学
校各专业学子在各类专业竞赛中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学生团队在2020年全国高
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会奖旅游策划竞
赛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在2020年全国
现代服务业技能大赛（酒店收益管理人
员）中获得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在第五届
“尖烽时刻”酒店管理模拟全国大赛总决
赛中获得二等奖、最受欢迎海报奖、最佳
英文演示奖；在第三届“乐研杯”全国财
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中获
得三等奖。学生团队荣获2020年天津市
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发明与设计大赛一等
奖。学校入选2015-2019年全国人文社
科类本科院校学科竞赛排行榜TOP20。

学校支持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活
动。学校作为天津市属唯一高校，上榜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天商微
渡众创空间为国家级高校众创空间。近
几年，指导几十个学生创业团队获得省部
级以上奖项百余项。学校每年获得“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天津市级
立项百余项，学校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学生进行创新训练和创业实践。

学校支持学生参加各类校园文化活
动。学校学生每年开展各类活动千余项，学
生在活动中发展兴趣，多才成长。学校星海
艺术团自1996年成立以来，在全国大学生
文艺展演、天津市学校文艺展演中屡创佳
绩，并多次受邀到国外进行访问交流演出。

天津商业大学优势特色专业一览表

咨询电话：022-26656785

邮箱：tszsb@tjcu.edu.cn

招生网址：http://zs.tjcu.edu.cn

网上校园开放日：openday.tjcu.edu.cn

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账号、抖音账号：天津商业大学本科招生
咨
询
方
式

多年来，学校坚持“有所为”“重点为”学科发展
战略，以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为目标，形成以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应用经济学为牵引，食品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等市级重点学科为支撑的特色学科群。同时还建有
冷链能源系统高校服务产业特色学科群。学校推进
“商科+X”战略，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商
学主干学科和与“商”密切相关的工学学科相互支
撑、融合发展的商科特色发展格局，现已发展成为一
所优势学科“工”、“商”兼容，特色专业“文”、“理”均
有的多学科协同发展的商科院校。

在长久的办学过程中，学校集中优势力量，进行
特色办学，服务京津冀社会发展。通过对建校初期
专业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建成大商科专业结构。
学校目前有59个本科专业（方向），依托于学校7个
省部级重点学科，建设了一批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优势特色专业。现建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13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个天津市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个天津市品牌专业、5个天津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8个天津市“十三五”特
色优势专业建设项目、12个天津市“十三五”应用型
专业建设项目，金融学专业为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为国家第一批卓越农
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能源与动力
工程专业为天津市“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专业。

学校将人才培养作为中心工作，拥有一支实
力强劲的教师队伍和众多优质教学科研平台，为
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学校建有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天津
市工程中心、天津市重点实验室、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市高
校智库等一众平台中心。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100余名，包括国家万人
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市有突出
贡献专家、天津市“131”创新人才培养第一层次人
选、天津市“五个一批”人才、天津市创新人才中青
年科技领军人才等。同时学校建有天津市“131”
创新型人才培养团队、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

学校树立“育经世之商才，授致用之术业”的
办学理念，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高度
社会责任感、深厚商学素养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
创业人才。为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学校从五
个方面做了系统的谋划和实施。

一是强化商学素养。作为一所商科院校，培
养学生商学素养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之一，为此
学校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措施。加强商科专业
建设并开设近40门商学素养类模块课程，让学生
了解商业规则、掌握商战技能。开展诚信教育，
2006年，率先在全国开设《诚信教育》全校选修课，
举办“诚信大讲堂”系列活动，将诚信基因深深植
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中。

二是复合型人才培养。当今社会知识融合、
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更具有社会竞争力。学校
积极搭建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

第一个平台是按类招生培养。天商是全国最
早实行按类招生培养模式的高校之一。按类招生
始于招生模式，重在建设培养体系。经过近20年
的探索，学校已形成成熟的按类培养体系，助力学
生成才发展。同时，这一招生培养模式给予学生
进入大学后深入认识了解专业的机会，并且学生
在认识不同专业中，对这些专业有一定的学习掌
握，实现自身知识的复合。

第二个平台是开设专业实验班，比如工商管
理招商引资实验班、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人才培
养实验班、卓越会展师实验班等，这些实验班集合
优势特色专业进行专业复合或拓展，为学生拓展
专业领域能力提供有效支持。

第三个平台是开设专业方向，学校部分专业
瞄准行业对人才的实际需要，并借助学校优势学
科，开设专业方向，精准对接学生未来就业职业方
向。比如，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应用统计学，
开设有商业数据分析方向、风险管理与精算方向；
比如开设的新工科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开设有
智能信息处理方向、商务智能应用方向。

三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要具备
较高的实践能力，多年来，学校一直积极推进校
企合作，实施人才共育模式，现与全国多省市行
业内知名企业共建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200 余
个，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提升提供助力。同
时，学校建有“国际酒店管理”国家级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天津商业大学-烟台冰轮股

份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等。这些都是学生实践锻炼的
舞台。

四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天商注重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建立起了“意识、知识、能
力、体验”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使其能
够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

五是国际化视野培养。学校坚持国际化发
展，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众多世界高校开展
交流合作，并开设有中外合作本科办学项目 2
个。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该项目依托于我
校国家级特色专业财务管理与澳大利亚查理斯
特大学合作，培养财务管理高级人才，近三年考
取国内外研究生占比超40%。酒店管理（中美合
作）专业与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合作，近三年
考取国内外研究生占比超50%。酒店管理（中美
合作）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并两次
被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中国科学评
价研究中心评为中国酒店管理专业大学竞争力
排行榜第一名。

多年来，学校人才培养成果显著，学生在校取
得了喜人的成绩，毕业后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
仅以学生升学为例，2021届国内升学毕业生中
47.62%考取国内双一流院校，出国留学毕业生中
近60%考取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国外
高校。学校同时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资格，2021届推免生中，86.6%被推
免到国内双一流高校。

梦在天商

学校培养学生向善向美，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志愿
服务实践活动。每年近千人次学生参加各类志愿实
践活动，在活动中奉献青春，收获成长。学校连年被
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优秀单位”。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连续获得全国

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团队称号。学校紫色蒲公英公益服务团队荣获天津
市优秀志愿服务团队荣誉称号，团队申报项目荣获第
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学校关怀学生学习生活，每年发放近三千万

元资金用于学生各类奖助。学校教学
楼、学生宿舍装有空调，学生宿舍楼配有
盥洗室、洗衣房、直饮水等。学校建有体
育馆、体育场，游泳、羽毛球、篮球、足球、
网球等各类体育活动应有尽有。

美在天商

2022在津招生情况

招生计划保持稳定。天津商业大学2022年在津投放本科
招生计划1010,继续按照专业类、专业并行招生的模式。学校全
部招生专业在津均投放本科招生计划，其中包含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和联合培养项目。学校在津共设有9个专业组。其中普通
类专业设置5个专业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1个专业组，联
合培养项目设置2个专业组，艺术类专业设置1个专业组。

学在天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