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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期限 
 

本科：全日制-4年; 非全日制-5年 

研究所：全日制-2年; 非全日制- 2,5年 
副博士：全日制-3-4年; 非全日制-4-5年  

本科: 1. 申请2. 中等教育文件（高中毕业证）3. 
出示个人护照 
研究生： 1. 申请 2. 高等教育文件（本科毕业
证）3. 2张3*4的照片 
副博士： 1. 高等教育文件（专家，研究生毕业
证）2. 2张3*4的照片 3. 护照复印件4. 发表作品的
清单 

伊尔库茨克国家研究技术大学招生委员会中心 
664074, 伊尔库茨克市，莱蒙托夫大街，83号，А-

105室，电话8 (3952) 405-405. 

许可证：类别90Л01 № 0008380 注册№ 1397 от 

23.04.2015. 

国家认可的证书：类别90 АО № 0001378注册 № 

1297 от 28.05.2015. 

“知识 - 为自己，成就 - 为祖国！” 

入伍可缓期。提供宿舍 

有地方预算（有机会免学费）。安排就业 

对于交学费的大学生有机会在2年级转为免学费。 

副博士-38.06.01 经济学 

有想继续深造、投身科研和教师活动的毕业生可以考取副

博士。有两个专业（方向）是进行副博士的教学和科研活

动。 

05.02.22 - «生产组织(工业)» 

本专业包括深入研究和改善生产组织上科学、方法和系统

的原理，创建和运用监控的方法和工具，在不同层次组织

创立产品竞争力和在基于广泛实用新信息技术的生产服务

上，研究并分析各种组织，技术和技术解决的方案。 

08.00.05 - «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 

专业方向：«经济、组织和管理企业、部门、综合体»，«创新管

理»，«区域经济体»，«标准化和管理产品质量»。 

 

本专业框架中运用经济系统和他的根源，构成，发展，预

测。 

本专业研究对象是经济系统的构成和发展（稳定）过程中产生的

管理关系。 

 

 

 

专业：«会计，分析和审计» 

您将学习：会计和分析，管理及税务会计，财务;财务分

析，审计，统计，财务报告和审计的国际标准，税收和税

收控制。 

您将工作在：总会计师，核数师，金融分析师，经济学

家，税务稽查员，会计和审计。 

总会计师的任务是：负责所有的会计凭证，计算和缴纳税

款，准备和提交财务报表的及时登记。专业“会计”；可以

职业晋升至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税务会计和审计领域的

职业发展机会的地位的前景非常广阔。 

 

 

专业：«世界经济» 

获得经济学教育的人，是能够在任

何领域实现自己的作为。这可以

是：国际经济领域（合资企业，海关）;制造业（工业企

业（咨询，房地产，广告，旅游）。«世界经济»专业的学

生可以完全掌握两门外语。 

专业：«企业和组织经济学» 

学生将掌握以下职业工作：企业经营、组织、行政、鉴定和

信息分析。 

你将学习科目：企业经济学;价格和定价;金融管理企业活动;

企业的潜在的战略分析;企业规划;会计和核算，1C会计;建筑

经济等。 

您将了解并学会：确定经济问题，提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组

织企业的生产流程;计算产品成本和企业的服务;明确生产支

出，并采取措施降低支出;形成预算，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您能够工作在：1，经济，金融，市场营销，生产和企业的分

析部门。2.国家和市政当局。 

专业：«健康经济学» 

健康是重要的现代化领域。需要通过管理培训，拥有现代

管理和卫生经济学知识。解决改革行业的问题，管理决策

需要专业人士才能胜任。各级各部门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

医疗管理机构和部门，需要这种具有一定水平的医疗管理

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卫生保

健领域的专业人才，仅仅在医学类院校接受了专业领域的

培训，而忽略了医疗保健领域的经济和管理问题的培训。

开设健康经济学专业，将培养学生可以加入管理者行列，

在未来几年，可以成为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以获得更多的

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 

该专业的主要目标是硕士研究生的培训，培养从事卫生领

域专业技能人才，可以在卫生部门机构和医疗保险类组织

机构内工作。 

研究生 -  38.04.01 经济学 

专业：«金融创新活动» 

专业«金融»是专为培养在金融，银行业务和生意领域中有

分析和准备解决方案能力的人才，并培养有意想在大学教书

和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才。本大纲侧重于在金融、货币、市场

营销和经营管理领域中学习银行和创新的活动。知识水平可

以在企业的经济和金融部门获得权威专家的就业机会。硕士

学位获得者可以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专业: «国际经济与商务» 

专业目标：教授现代经济的特点，为了巩固企业现有的地

位和发展商业潜力。 

提供获取专业系统知识的机会，在世界经济领域方面显著

提供自己的技能，从开始学习最新的发展趋势和世界总体

经济的发展规律，完成对经济各部门、最具代表性的大工

业企业、商业、金融、保险和其他实业的研究。 

在本国国民经济不同的领域里，专业技能的提升使得专家

获得适当的职位。我校的毕业生在这些公司上班，如«伊

尔库能源»,  «VTB-24银行»,  «贝加尔银行»,  « 俄罗斯联邦

储蓄银行»。 

本科-38.03.01. 经济 

专业：«金融和贷款» 

您将学习：货币，信贷，银行，银行业， 金融公司，会计

核算与分析，税和征税，定价;货币调节，投资，业务规划

等。 

您将学会：创建和发展自己的业务;在实践活动中运用所获

得的知识; 在业务中采用创新。 

你的工作地点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储蓄银行，VTB银

行等）;金融服务公司，联邦税务部门，保险和投资公司;

养老基金机构;审计公 司。 

http://www.istu.edu/structure/57/4308/4449/?parent=104922
http://www.istu.edu/structure/57/4308/4449/?parent=67570


 

 

 

  

本科-40.03.01法学 

法律学教育在伊尔库茨克国家研究技术大学从1993年创立

的，那时候创立的法律学科教研室。从2011年开始，律师

本科实行4个教研室3门专业：刑法，民法，国家法律。法

律学教育在伊尔库茨克国家研究技术大学-它是经典的基础

理论培训和实践相结合;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个人的方式给

每个学生;利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拥有图书馆，包括电

子和资源中心; 组织学生文化和体育生活;学生的教学和研

究活动相结合。民法专业的律师可工作法院，仲裁法院，

公证处，律师界，检察院，工会组织和社会保障的机构。

国家法律专业将学习根据对受国家法律的分布进行单身汉

训练的一部分“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的市政

法”，“俄罗斯联邦选举法”等一些专业课程。刑法学科

保证律师通过刑法专业工作在司法体系，检察机关，调查

委员会，警察局，海关，税务机关，律师界。法律专业的

学生在一个专门的装备和配备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的犯罪

侦查实验室和虚拟站点，司法鉴定中心学习理论知识。学

生有机会了解司法专家的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训

练法庭的学生尝试各种角色所发挥的作用，通过模拟“陪

审审判”，“审判法庭”，获得起草法律文件和公开演讲

的经验。毕业生可在国家和市政当局工作，包括这些机构

的法律服务，在各种国家机关，包括保障立法过程。 

27.04.05 创新 

专业：«投资工程» 

您将学会：研究涉及到工程咨询服务问题和他们的作用是为

企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吸引投资作用。保障生产过程，服务

设施，经济设施和销售产品。硕士学业完成后，可以执行下

列专业职业活动。您能够工作在：在国家权力和地方自治机

关，在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各个领域，企业相关产品的认证，

审核。 
本科- 27.03.02 

质量管理 

专业：«在生产中质量管理-技术体系» 

您将解决以下职业问题： 

生产技术活动：研究生产过程为了保障企业竞争力，制定新

的更有效的监督方法。组织和管理活动：实际利用费用指标

在保障产品的质量的情况下，采用方法降低损失。项目活动

设计：用现代的方法制定质量管理方案，形成方案目标，达

成目标的标准和指标，采用质量管理方法，实施质量工程方

法和精益生产。您能够工作在：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在经

济和商业活动的各个领域;企业相关产品的认证，审核。 

研究生-38.04.01 管理 

专业：«生产和创新体系的管理» 

大纲对管理现代化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专注于企业

的创新发展，研究创新投资活动，创新决议，管理和发展

创新过程。毕业生拥有现代的知识和技能，策划和生产管

理，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效的评估技术创新，商业化新知

识。 

 

 

专业：«金融管理» 

为学生提供学习在企业财务管理的领域，能够进行分析和

工作实践，采用各种金融方法，数学模型在公司金融管理

问题上。毕业生可在任何法律组织形式的公司成为执行者

或者各种金融服务的负责人，在国家和市政府机构，在金

融和信贷机构，创建和发展自己创业的企业结构，与解决

管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研究组织，在高等和额外的职业培

训机构。 

专业-创新管理 

主要研究创新过程管理机制，其中包括建立，发展，传播

和使用创新的研究。产品的一系列思想转换过程中通过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设计开发，市场营销，生产和销售的

各个阶段。硕士后可实现以下职业活动类型：分析，组

织，管理，科研和教学。随后可就业在大学，制造业和贸

易公司以及服务行业。 

 

本科- 27.03.05 创新 

专业：«在工业领域的创新管理» 

您将学习：创新项目管理;工业技术和创

新;营销在创新领域;工业技术体系和工业

生产设备。您将学会：制定并组织生产的

创新产品;规划和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准备关于创新公

司，产品和技术的信息材料;组织生产和产品项目推广。您

能够工作在：在公司和创新领域的企业;在学术和研究机

构;在国家，地区层面的政府机构。 

研究生 -27.04.02 

质量管理 

专业：《质量管理。管理和工程的集成系

统》 

提纲的是方向是在加工，研究，实施和支持企业在

各种形式下，研究新高科技产品，质量系统管理，覆盖了

所有组织的进程，并且高度集中在组织过程中消除的危机问

题，为了保证不断的提高质量标准NCO9000。 

副博士-27.06.01 技术体系管理  

方向（专业）05.02.23-《产品质量的标准化和

管理》 

专业的内容是在促进科技过程，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和

竞争能力，生产技术体系的结果，在完成产品质量体系的管

理。在市场条件下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化管理。 

本科-38.03.02 管理 

专业：«生产管理» 
学习«生产管理» 使毕业生成功运用在组织生产，确保了产品

的竞争力，企业的运营管理。 

您将学会：创业;管理公司活动;做出有效的管理决策;公司

的创新活动策划。 

您能够工作在：各种形式的公司（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

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企业;公司部门（负责人）。 
 

 
 

 
专业：«公司金融管理» 

为您提供所必需的管理公司资金的知

识和技能，解决财务规划，定价政策，管理，创新和投资过

程等问题。 

您将学会：企业和组织的金融与经济，企业融资管理，内部

和财务规划，业务的法律依据;在商业机构的税收。 

您将学会：管理公司的现金流，并确保其偿付能力，制定公

司的财务战略，并评估其财务状况，调整现金流，评估和尽

量减少金融风险，为企业使用范围广泛的金融工具。 

您能够工作在：银行和其他金融信贷机构，公司部门，国家

财务部门。 
 

 
 
 

专业：«项目管理» 

您将学习：制定公司战略，策划组织的部门活动，制定和评

估组织的发展项目;公司发展方向，激励和鼓励公司的员

工，收集，处理和分析对企业外部和内部因素信息，制定商

业计划发展新业务。 

您能够工作在：任何法律形式的企业（商业，非盈利，国

家，政府）成为领导和执行者，国家和政府管理机构，毕业

生创业，创造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专业：« 信息管理学» 

信息管理-管理借助于信息。 

学生将学习：利用信息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性资

源和组织有效的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管理专业的

毕业生将有效的管理公司生产过程，她的资金流

量和资源，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毕业生就业地点：在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公司做高

级管理人员，在大型生产企业的部门做领导，在

计算机技术，通讯和数据处理领域的公司做经理

和领导。 

. 副博士-40.06.01 法学 

伊尔库茨克国家研究技术大学国家法学学科教研

室进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 对专业12.00.01 -

«国家和法律的理论和历史;关于权利和国家的立

式学说»。副博士毕业后被授予“研究员，教师

研究员”的资格，在成功的答辩副博士论文的情

况下授予法律学副博士的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