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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说明

001 国际法系

国际法学硕士专业目前设有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

个方向。三个方向的初试科目和内容相同，包括政治、外语、法学综

合、国际法专业 4个科目。其中，外语和政治考试为全国统一命题，

法学综合和国际法专业科目由我院命题。

《法学综合》卷的内容包含宪法、民法、刑法和民事诉讼法四门

法学基础课，共计 150 分（其中宪法 30分，民法 60 分，刑法 30 分，

民事诉讼法 30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国际法专业》卷的内容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

三门课程，共计 150 分（其中国际公法 60分，国际私法 45分，国际

经济法 45分）。考试时间为 3小时。

法学综合和国际法专业两科试卷的题型一般有名词解释题、简答

题、论述题以及案例分析题等四种题型。名词解释主要考查考生对相

关学科重要法律名词的识记和理解；简答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国际法和

基础法学相关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论述题主要测试考生对相关

学科知识掌握的系统性、融会贯通程度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案

例分析题主要考查考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名词解释和简答题的内容一般不超出教材，在有关书目上可以直

接找到；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有时会涉及相关学科当前热点法律问题

的法理分析、论证。

我院国际法学专业入学考试重点均为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按照

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从 2017 年开始，不再指定参考书目。请考生

在进行相关学科复习时，把重点放在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

础知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掌握上。考生还应关注和了解相关领域的

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国际法热点问题等。

002 国际关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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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专业设置 6 个研究方向，包括当代国际关系、当代美

国外交、俄罗斯外交、亚太国际关系、中东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关系。

考试科目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外语课、政治学综合一和国

际关系史。思想政治理论课、英语、日语为全国统考科目，法语和两

门业务课考试由我院自主命题。政治学综合一科目考试涵盖国际关系

学的基本概念、主要研究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理论。考试内容具体包括

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安全、当代全球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范式以及威慑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

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等内

容。国际关系史科目考试内容是 1917 年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进程，

考查学生对 1917 年以来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史实、重要概念的掌握，

对国际关系史及当代国际重要时事的分析能力。

两门专业考试科目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两门专业考试科目的考试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难易结合。重点考查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对国际问题的

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具备的研究潜力。复试包括专业课面试、专业外

语能力书面考试以及外语口试。

国际安全专业不区分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外语课、政治学综合一和国际

关系史。思想政治理论课、英语、日语为全国统考科目，法语和两门

业务课考试由我院自主命题。政治学综合一科目考试涵盖国际关系学

的基本概念、主要研究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理论。考试内容具体包括国

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安全、当代全球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范式以及威慑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

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等内

容。国际关系史科目考试内容是 1917 年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进程，

考查学生对 1917 年以来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史实、重要概念的掌握，

对国际关系史及当代国际重要时事的分析能力。

两门专业考试科目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两门专业考试科目的考试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难易结合。重点考查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对国际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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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具备的研究潜力。复试包括专业课面试、专业外

语能力书面考试以及外语口试。

003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一、外交学专业

外交学硕士专业目前设有外交学、当代中国外交、中国对外关系

和公共外交四个方向。四个方向的初试专业课科目和内容相同，政治

学综合二和外交学科目由我院命题，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三小时。

外交学科目的考试内容涵盖了外交学的基本概念、当代中国外交、中

国近现代外交史及外交谈判的相关内容，考生除需认真研读相关专业

书籍外还应阅读一些相关的专业学术期刊，关注外交学和中国外交研

究的新趋势。

考试题型分为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专业课重点考查

考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情况，以及是否具有对外交和国际问题的综

合、分析、归纳能力和研究潜力。国家统一组织的笔试之后，根据成

绩确定复试名单，在外交学院组织面试。专业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外交

外事和科研部门输送专门人才，并为我院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作好生

源储备，因此，对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外语能力方面要求较高。

二、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包括当代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两个研究方向。

上述两个方向的专业课考试科目与试卷完全相同，其中国际政治

概论科目考查内容涵盖国际政治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政

治制度。在分值分配上， 国际政治学占 90 分，中外政治制度占 60

分。

国际政治概论考试题型为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三类。名词

解释主要考查考生对有关重要概念、事件的把握和理解；简答题主要

考查考生对有关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论述题主要是测试考生对

某一问题进行分析综合的能力。名词解释和简答题的内容一般不超出

教材，在有关书目上可以直接找到，论述题则侧重考查能力，考生应

当具有对某些重要理论或现实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综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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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专业入学考试重点考查该专业学生应知应会的基本知

识，考生在准备考试时，应着重掌握基础知识，同时应当尽量扩大知

识面，适当地阅读有关的期刊杂志，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

三、政治学理论专业

政治学理论专业包括政治学基本理论、政治发展研究两个研究方

向。

上述两个方向的专业课考试科目与试卷完全相同，其中政治学理

论科目考查内容涵盖政治学基础和西方政治思想史(近代部分)，在分

值分配上，政治学基础占 90 分，西方政治思想史(近代部分)占 60

分。

考试题型为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三类。名词解释主要考查

考生对有关重要概念的把握和理解；简答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有关基本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论述题主要是测试考生对某一问题进行分析

综合的能力。名词解释和简答题的内容一般不超出教材，在有关书目

上可以直接找到，论述题则侧重考查能力，考生应当具有对某些重要

理论或现实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综合的能力。

政治学理论专业入学考试重点考查的是学习该专业所需的基本

知识，考生在准备考试时，应着重掌握基础知识，同时应当尽量提高

归纳总结和分析能力。

四、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包括国际组织、全球治理两个研究方向。

上述两个方向的专业课考试科目与试卷完全相同，包括思想政治

理论课、外语课、政治学综合一和国际组织。其中国际组织科目考查

内容为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概论的相关内容，考生除需认真研读相关

专业书籍外还应阅读一些相关的专业学术论文，关注国际组织与全球

治理研究的新趋势。在分值分配上，国际组织占 90分，全球治理概

论占 60分。

国际组织科目考试题型为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三类。名词

解释和简答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等基础知识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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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程度；论述题主要测试考生对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相关问题进行归

纳总结和分析综合的能力。考试重点考查的是学习该专业所需的基本

知识，考生在准备考试时，应着重掌握基础知识，同时应当尽量扩大

知识面，尽量提高归纳总结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培养目标是为国际组织、国家外交外事

和科研部门输送专门人才，因此对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外语能力方面要

求较高。

004 国际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院招收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三个专业

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及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

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三个专业考试科目和内容相

同。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数学三均为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经济学

综合考试由我院命题，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三

部分共 150 分，各占三分之一，即各 50分。微观经济学考试内容主

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效用论、生产论、成本论、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不完全竞争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

核算、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 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的微

观基础等；政治经济学考试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资本

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经济学综合考试的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

释、简答题、计算题和论述题四种类型。名词解释主要考查考生对宏

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和术语的掌握程度；简答题主要考

查考生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情况；计算题主要测试考生对宏微观

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应用能力；论述题主要测试考生对上

述专业领域的某些重要理论或现实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考试内

容以基础知识和逻辑分析为主，难易结合。

复试包括专业课笔试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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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硕士考试科目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二、数学三、金

融学综合。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二、数学三均为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金融学综合考试由我院命题，包含金融学、公司金融（或称公司财务、

公司理财、财务管理等）、证券投资学的内容，共 150 分，其中：金

融学 70分，公司金融 50 分，证券投资学 30分。题型一般包括名词

解释、简答题、计算题、论述题或材料题五种类型。名词解释和简答

题主要考查考生对金融学、公司金融与证券投资学基本理论的掌握程

度；计算题主要测试考生对基本公式、模型的应用能力；论述题与材

料题主要测试考生对上述专业领域的某些重要理论或现实问题进行

综合分析的能力。考试内容以基础知识和逻辑分析为主，难易结合。

金融学相关学科理论和实践变化都很快，考生除了熟悉基本原理和掌

握基础知识之外，还要了解中国的金融体系运行与发展，跟踪正在变

化的金融学科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

复试包括专业课笔试和面试，内容包括商业银行管理、国际金融、

金融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等。

金融学综合考试内容：

金融学部分（70分）

1. 货币与货币制度（货币定义、货币演变、货币职能、货币层

次等）

2. 金融体系（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金融中介、金融市场、金

融工具）

3. 利率（利率定义、利率种类、利率体系，各种利率的计算, 利

率理论与模型）

4. 金融中介体系（金融中介定义、分类等内容）和金融市场（金

融市场分类、功能等内容）

5.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金融领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及

其解决之道等）

6. 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管理（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负债业务、

表外业务、 中间业务的管理）

7. 金融危机（金融脆弱性、金融危机类型及原因等内容）

8. 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的各种理论、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

析、监管模式、巴塞尔协议及其演进，存款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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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定义、类型、职能、央行独立性等，

全球主要央行的运行）

10. 货币供给过程（存款创造、货币创造、基础货币，存款创造

与货币创造过程的推导及央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等）

11. 货币需求理论（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以及各

类货币需求理论）

12. 货币政策（各类传统与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量化宽松的

货币政策等内容、货币政策实施过程、货币政策理论、货币政策时滞、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13. 外汇市场（外汇、外汇市场、汇率等相关定义、结构及汇率

理论等内容）

14. 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含义、布雷顿森林体系、特

别提款权、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内容）

公司金融部分 (50 分)

1. 公司金融导论（公司金融的含义、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经

理的地位等）

2. 财务报表分析（财务信息的披露，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

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的构成及主要内容，财务比率的计算，杜

邦分析法等）

3. 货币时间价值及折现现金流量估价（时间价值的概念、复利

的计算、市场价格与估值原则、现金流的分类、分期偿还贷款的计算

等）

4. 利率与债券估值（利率报价的主要类型及计算、通货膨胀与

利率、收益率曲线、债券的主要类型及现金流特征、债券估值与到期

收益率的计算等）

5. 投资决策的主要方法（回收期、净现值、内部收益率、净现

值、盈利指数等方法、互斥投资项目的选择等）

6. 资本预算基础（资本预算的概念、增量现金流的预测过程、

经营性现金流量的不同算法等）

7. 股权融资实务（股权融资的不同方式、IPO、再融资等）

8. 股票估值（普通股和优先股的特征及计算、股利贴现模型、

自由现金流模型、可比公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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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资本结构、加权资本成本的计算、

部门和项 目的资本成本等）

10. 资本结构与股利政策（M&M 第一定理、M&M 第二定理、股利

分配的不同形式、股利政策的信号效应等）

11. 营运资本管理（现金转换周期、现金管理、存货管理、商业

信用、应收账款管理、应付账款管理等）

证券投资学部分（30分）

1.证券投资工具基本概念（大类资产的概念及划分、权益证券、

固定收益证券、衍生工具、另类投资等）

2.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保证金交易、交易

成本等）

3.风险与收益分析（风险和收益率的度量、收益率的时间序列分

析、风险溢价、风险厌恶、各风险度量指标的区别等）

4.马科维茨资产组合选择模型（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资本配

置、最优风险资产组合、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资本市场线、分散化

与投资组合的风险等）

5.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两基金分离定理、有效性前沿、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假设、证券市场线、市场组合、系统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

与 、模型的贡献与局限等）

6.套利定价理论与多因子模型（APT 的由来与内容、与 CAPM 的

区别、套利机会判断等）

7.有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假说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市场异象，

有效市场理论对投资实践的意义等）

8.固定收益证券（债券的价格与收益，利率期限结构，收益率曲

线，久期与凸度等）

005 英语系

英语系共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美国研究方向）、翻译专业硕士（英语口译方向）三

个专业，2021 年同时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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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两个专业的考试科目和

考试内容完全相同，均只测试考生的英语水平。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英语语言文学两个专业的考试科目除全国统考分值 100 分的

《政治理论》之外，还包括《基础英语》和《翻译》两门专业课，满

分均为 150 分。《基础英语》主要测试考生对基础英语的掌握程度。

《翻译》含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部分，英译汉内容主要涉及文学、政经

及外交等；汉译英除有关上述内容外，另含古文片段。在有限的时间

内，考生应将时间和精力放在提高英语水平上。定期收听英语新闻广

播，阅读欣赏各种文体的英语文章，注意语言的细微之处、词语搭配、

单复数、习惯用法等。英语水平的提高将直接关系到英译汉理解和汉

译英表达的准确性。

关于第二外语考试，可以具体参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考研×

×(外语)教学大纲中规定的二外教学内容，含词汇、句型等方面的要

求。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考试，除全国统考分值 100

分的《政治理论》之外，专业考试分为三门，分别是《翻译硕士英语》、

《英语翻译基础》以及《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翻译硕士英语》重

点考察考生的英语水平，总分 100 分，《英语翻译基础》重点考察考

生的英汉互译专业技能和潜质，总分 150 分，《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

重点考察考生的现代汉语写作水平和百科知识，总分 150 分。这三门

专业考试的具体要求参见《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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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复试资格的考生需要准备面试和笔试：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以及翻译硕士

专业的面试形式包含交替传译，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部分，材料只

听一遍，可以做笔记。要求考生能够准确翻译所听材料。

笔试为英语写作，考试时间为 2 小时，满分 100 分。需注意主题

思想、政治内容、文章结构、逻辑、语言、文体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将根据考生的总分(至少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复试线)择优确

定复试名单，经面试和英语写作测试后，综合决定录取名单，复试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我们将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和外交学

院的具体规定，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公平录取。

006 外语系

一、法语语言文学专业

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需求，本专

业目前实施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文科应用

类研究生培养方向，对法语文学学士（以及同等学力者）实施比大学

本科高一层次的专业知识的培养和语言技能综合训练，为外交部、其

他部委、涉外媒体、涉外企业、高等学校法语专业教学机构或其他研

究机构培养和输送高层次、高水平的复合型法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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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语言文学专业设有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翻

译和法语文学四个研究方向。专业入学考试旨在测试考生的法语水准，

不以外交学院法语专业本科教学内容为范围。学生入学后，前三个学

期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阶段，第三学期同时开始

撰写论文，第四学期完成论文撰写和答辩。入学后，学生按照自己的

兴趣、特长于第一学期确定研究方向，选择导师。按教学方案要求，

学生在选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有所侧重，但通过两年学习都

应基本具备下列素质：

（一）具有扎实的法语基础，在听说读写译五方面都具有相当熟

练的应用能力，可以胜任一般外事的语言交际工作，以法语为工具的

研究工作或高校法语本科教学工作；

（二）对中国政治、社会以及传统文化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并能用规范法语作正确得体的介绍，并具有一定研究基础；

（三）对法国及其它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情况有较全面了解，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对国际交流的基本规则和规律有一定了解和认识。

对于在校际合作框架内赴国外合作院校交流学习的学生，其在我

院的学制相应延长。具体情况根据学院规定另行安排。

入学专业考试设《法语语言基础》和《法汉互译》两个科目。

《法语语言基础》：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三小时。测试考生对

法语的掌握程度，包括词汇、语法、修辞、阅读理解和书面表达等

能力。试题形式多样，内容涉及生活、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

测试要求同本科高年级教学内容一致，以考查实际运用能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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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汉互译》：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三小时。包括法译汉和汉

译法两部分，每一部分均包括若干短句、若干较长句子和语篇摘选，

内容涉及文学和政治两方面，测试要求译文内容正确，语句通顺，

无语法错误，对译文修辞以及对翻译法不作特殊要求。测试以本科

高年级教学要求为基础，考查理解和表达能力。

两门考试均以法语教学本科高年级教学要求为基本内容，建议考

生主要以法语指导委员会通过的《高等学校法语专业高年级法语教学

大纲》（王文融等人研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年）为提纲，

使用按照大纲要求编写的法语专业本科三四年级教科书为材料进行

考前准备。

二、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需求，本专

业目前实施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文科应用

类研究生培养方向，对日语文学学士（以及同等学力者）实施比大学

本科高一层次的专业知识的培养和语言技能综合训练，为外交部、其

他部委、涉外媒体、涉外企业、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教学机构或其他研

究机构培养和输送高层次、高水平的复合型日语人才。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设有日本语言文学、中日文化交流、翻译、日

本研究四个研究方向。入学考试科目和内容在于测试考生本科阶段的

日语水准，不以外交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教学内容为范围。学生入学后，

前三个学期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阶段，第三学期

同时开始撰写论文，第四学期完成论文撰写和答辩。学生按照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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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特长，在专业选修课范围内有所选择，在第一学期开学初确定

方向，并在开学两周内选定导师。按教学方案要求，两个专业的学生

可以有所侧重（即专业方向），但通过两年学习应基本具备下列素质：

（一）具有扎实的日本语言文学以及翻译功底，在听说读写译五

方面都具有相当熟练的应用能力，可以胜任外交、外事工作、文学领

域的工作以及以日语为工具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工作或高校日语教学

工作；

（二）对日本和我国的社会文化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能够

担任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独立研究或中日两国社会文化的比较研究

工作；

（三）对日本政治和中日关系有较全面、较客观的认识，同时对

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具有一定研究基础。

入学专业考试设《基础日语》和《日本概况》两个科目。

《基础日语》：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三小时。测试考生对日语

的掌握程度，包括词汇、语法、阅读理解、中日文互译和书面表达等

能力。测试内容与本科高年级教学内容一致，主要考查语言实际运用

能力。

《日本概况》：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三小时。测试考生对日本

的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包括历史、文化、文学、政治、经济、社会

等各个方面。试题形式多样，以本科高年级教学要求为基础。

两门考试均以日语教学本科高年级教学要求为基本内容，建议考

生参考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编写的《高等

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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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

位日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1

月）进行考前准备。除大纲外，考生还应阅读有关日本历史、文学史、

日本概况、日汉互译等方面的教材、书籍。

三、翻译专业硕士（日语口译方向）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考试，除全国统考分值 100

分的《政治理论》之外，专业考试分为三门，分别是《翻译硕士日语》、

《日语翻译基础》以及《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翻译硕士日语》重

点考查考生的日语水平，总分 100 分，《日语翻译基础》重点考查考

生的日汉互译专业技能和潜质，总分 150 分，《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

重点考查考生的现代汉语写作水平和百科知识，总分 150 分。这三门

专业考试的具体要求参见《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大纲》。

获得复试资格的考生需要准备面试和笔试：翻译硕士专业的面试

形式为交替传译，分日译汉和汉译日两个部分。考生在翻译过程中可

以做笔记。

笔试为日语写作，考试时间为 2小时，满分 100 分。需注意主题

思想、政治内容、文章结构、逻辑、语言、文体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将根据考生的总分(至少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复试线)择优确

定复试名单，经面试和日语写作测试后，综合决定录取名单，复试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我们将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和外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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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具体规定，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公平录取。

007 基础教学部

基础教学部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研究生。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和外语科目全国统

一命题，专业考试科目有两门课程，均为我院命题。

专业考试两门，分别为《政治学综合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三小时。

考试要求：专业课重点考查考生掌握的基本知识，以及是否具有

一定的综合、分析、归纳能力，是否具有一定的研究潜力，特别是有

没有进一步挖掘、培养的潜力。

考生在准备考试时，应着重掌握基础知识，同时应当尽量扩大知

识面，适当地阅读有关的期刊杂志，了解本学科的最新热点问题和发

展动态。

国家统一组织的笔试之后，根据成绩确定复试名单，在外交学院

组织面试。 专业培养目标是为党政部门、相关事业单位输送涉外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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