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研究生教育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
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农、教育、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
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2008 年 2 月 6 日，温家宝总理与江西财大师生共度除
夕，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称赞说：“你们学校是所很好的学校”，激励着学校永
葆奋斗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江西财经大学的前身为 1923 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 年成立江
西财经学院，1978 年复校，1996 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2000 年学校管理体制
由财政部主管转变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 年成为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
政府共建高校。学校坐落英雄城南昌，东临赣江碧水，西接梅岭烟霞，北吸锦绣
庐山之灵气，南纳雄伟井冈之精神。现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 4
个校区（不含独立学院共青校区），占地面积 2200 余亩，建筑面积 100 余万平
方米，馆藏各类图书 862 万册（含电子图书 186 万册）。校园幽香雅静，错落有
致，层重叠翠，湖光潋滟，是全国绿化 300 佳单位之一。

办学以来，学校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
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
特色。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法德治校，形成了在红土地上
培育创业型人才的办学机制，走出了在欠发达地区办人民满意高校的路子，正努
力朝着“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发展
目标，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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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从 1985 年起开始培养研究生，经过 35 年的努力,研究生办学规模不断
扩大,已经形成了一个从硕士到博士、学术型到应用型等多层次、开放式的研究
生培养体系。目前，学校有各类研究生 6 千余人。培养的研究生中，涌现出了大
批优秀人才，包括知名学者、省部级领导以及大企业的技术或管理负责人，他们
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开拓创新，为国家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依托学校雄厚的办学实力，江西财经大学为研究生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学科
环境与学术氛围。学校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统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 7 个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
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 7 个一级博士学
位授权点，39 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0 个二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8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MBA
办学权，2009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EMBA 办学权，2017 年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
认证，2018 年通过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并获评“A 级成员单位”；
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产业经济学）、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金融学、市
场营销、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政学、法学）、10 个省级特色专业，
11 个省级一流专业。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获评
A-等级（全国前 10%），工商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20%），理论经济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法学获评 B 等级（全国前 30%），公共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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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工商管理入选“江西省一流建
设学科”。
2009 年至今，学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 264 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 16
项，重点项目 19 项，一般项目 154 项，青年项目 60 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5
项，后期资助项目 8 项,其它专项 2 项；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25 项，其
中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28 项，地区项目 247 项，青年项目 43
项，主任基金 1 项，应急项目 1 项，天元基金 3 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1 项。近
年来，10 余项研究成果编入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并送中央领导决策参
考，百余篇研究成果、调研报告获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
项目 157 项，在国际一流刊物及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近 800 篇，获教育部中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50 余项。

现有教职工 2319 人，专任教师 1312 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78 人、
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577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658 人；博士生导师 140 人；硕士
生导师 740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 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 人、青年
拔尖人才 2 人，“百千万工程”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 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国家级人选 1 人，国家优青 1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
称号 2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2 人，全国模范教
师 3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 3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21 人，“双千计划”入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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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井岗学者”特聘教授在聘 4 人，“青年井岗学者”在聘 18 人。中国科学
院院士王梓坤、何祚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等担任我校顾问；国内外 330 余名著名学者、专家和
企业家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美国纽约理工
大学、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澳大
利亚莫纳什大学、芬兰奥卢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学院等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所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据资料显示，学校排名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第 7 名；2020 软科中国大学
排名全国第 109 名；A 股公司财务高管毕业院校排行榜校友总排行榜第 11 名、
本科毕业校友排行第 4 名，硕士毕业校友排行第 32 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数
排行榜第 28 名；中国高管校友大学排行榜第 30 名；中国最具财富创造力大学排
行榜第 45 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66 名；高考生最喜爱的百强大学榜第
71 名；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第 71 位；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
第 81 名；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第 88 名，江西省第 1 名。近三年，《人民
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江西日报》、
江西卫视等众多中央和地方媒体对学校进行了近千次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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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特色
在 35 年的研究生教育实践和探索中，学校在继承数代江财人艰苦奋斗、创
新创业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
型人才”办学理念，结合学科发展趋势，结合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结合社会需
求，不断推进教育创新，逐步明晰和确立了把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
新创业型人才”作为研究生培养目标，在培养目标的设计上，学校充分意识到研
究生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而且还要培养可以将所学知识运用于
自主创业的人才；各学位点在设置研究生培养方案时，与时俱进地确定创新创业
型人才培养的标准，充分考虑创新创业型人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具有独立思考、清晰表达、逻辑推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敢于创新及独
立工作的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的能力；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
研究生教育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探索，为学校实现建设一流多科性教学研
究型大学的总体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充满希望，江西财经大学研究
生教育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欢迎有志青年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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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报考说明
一、招生人数
1.我校 2021 年拟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2154 名，其中拟招收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 550 名，拟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604 名（均含推免生，招收推免生
人数以最后确认接收推免生录取人数为准）。各专业最终录取指标将根据国家正
式下达的招生计划以及实际报考情况做相应调整，目录中各专业拟招生人数仅供
参考。
2.我校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
硕士研究生，欢迎符合报考条件考生报考。
3.我校深圳研究院招收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非全日制
培养方式，深圳授课，入学后完成培养计划，符合毕业、学位授予条件，颁发毕
业证、学位证。网报时考生应选择院（系、所）为：深圳研究院，并选择相应专
业。此为认定考生报考深圳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项目资格的唯一标准。复试阶段，
根据学校划拨深圳研究院招生指标、报考深圳研究院考生上线（国家线）人数、
专业复试比例等情况划定深圳研究院相关专业复试线。报考深圳研究院硕士研究
生项目考生与报考学校本部相关专业考生之间不相互调剂。深圳研究院录取考生
因办学成本原因超出学校规定学费缴纳标准部分由深圳研究院按其自定标准收
取。

4.凡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报考类别为非定向，录取学习方式为全日
制者，须将人事档案转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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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报考类别，报考学习方式等重 要字段信
息经考生信息提交,现场确认后，在硕士研究生招生各阶段（初试、复试、
录取）一律不做修改，不做调整。
二、学制三年，实行弹性管理 2-4 年（专业学位硕士除外）。
三、培养方式：
根据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
知》（教研厅[2016]2 号）文件精神，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定义如下：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
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
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
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
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限）
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
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所在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其
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
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
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7

文件详细内容请登陆教育部网站查询浏览。
四、报考条件：
（一）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
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
本科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期限由招生单位规定）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
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
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
学之日，下同）或 2 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
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
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名参加以下专业学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1.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
列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之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
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
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2.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
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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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之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
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
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
3.报名参加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硕士中的工程管理[代码为
125601]、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第 1、2、3 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
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
业同等学力并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 号)有关规定
执行。
我校 MBA、EMBA，学习形式有以下可选：
1、MBA 全日制（非定向），须调转人事档案，学制 2 年，工作日上课，一
般每周安排 3 天课程；
2、MBA 全日制（定向），须签订定向委培协议，学制 2.5 年，每月集中授
课，一般为周四至周日上课；
3、MBA 非全日制，学制 3 年，周末授课，一般每月 2-3 个周末课程。
4、EMBA，学制 2 年，每月集中授课 3-4 天，一般为周四（或周五）至周日
上课。
（三）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须在国家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
http://yz.chsi.com.cn/tm）填报志愿并参加复试。截止规定日期仍未落实接收
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推免资格。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
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五、报名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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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
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
其他考生（含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等专业学位考生）
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
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
（一）网上报名要求：
1.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
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2.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
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
网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
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
息。

3.网上报名填写报考信息时注意事项：
（1）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
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
招生单位的调剂办法、计划余额等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
剂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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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
供真实材料。
（3）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
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
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4）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
(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应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
核验。
（5）“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以考生报名时填报确认的信息为
准。
（6）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
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
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
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
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7）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
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8）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
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
人承担。
（二）现场确认。
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或到报考点指定地点
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网上确认（现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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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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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公布。
2.考生网上确认（现场确认）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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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当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
3. 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
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5.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六、考生报考资格审查
我校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考信息和现场确认材料进行全面审查，确定
考生的考试资格。
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得准予考试。
七、考试
（一） 考生应当在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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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生报名时须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遵守相关约定及要求。
（三）初试日期和时间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每
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2
月 28 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超过 14:30）。
（五）初试科目
12 月 26 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2 月 26 日下午

外国语

12 月 27 日上午

业务课一

12 月 27 日下午

业务课二

初试方式均为笔试。每科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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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考试时间超过 3 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
（六）复试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综合情况面试、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三个部
分。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为准）报考的考生（不含法律（非法学）、法律
硕士（非法学）、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或旅游管理硕士），
复试时，应加试至少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方式为笔试。
教育部按照一区、二区制定并公布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
绩基本要求。一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
陕西等 21 省（市）；二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 10 省（区）。原则上学术学位类按学科门类分别划线，专
业学位类按专业学位类别分别划线（工商管理等管理类专业学位将根据情况分别
划线）。
八、其它事项
1.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 号）文件精神，从 2014 年秋季学期
起，高等学校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全日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费标准，现阶段按照每生每学年 8000 元收取。
2.为激励在校研究生努力学习，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奖助学金体系，将实施奖
学金、助学金和荣誉奖学金制度。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科研奖学金”、“专项奖学金”等，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
金”、“三助岗位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临时困难补助”等, 荣誉奖
学金包括 “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学习标兵”、“科研标兵”、
“省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党团员”、“优秀毕业研究生”、“研究生优秀
就业”等评优评先奖励。奖助学金体系完善、奖励覆盖面宽、奖励力度大，优秀
研究生可获得博士 6 万/年、硕士 4 万/年以上的奖助学金。
3.学校已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资助在校研究生赴国（境）外学习交流，分为
以下类别：公派出国交流类、出国（境）联合培养类、双硕士学位学习类、学期
访学类、国际学术会议类、国际语言考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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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生如需进一步了解所报考专业的详情或了解专业参考书目的购买地，请
直接与所报考专业学院联系。
5.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动态我们会及时发布到我校研究生院网站，
请考生注意查询。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电话：0791-83816805，
网址：http://grs.jxufe.cn。
6. 未尽事宜以国家、江西省、学校相关文件制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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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江西财经大学 2021 年各硕士招生学院拟招生人数及联系
方式
相关说明见本简章第一部分：报考说明中的招生人数有关内容
学院名称
工商管理学院

招收专业名称

拟招人数
37

工商管理（全日制）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91-83816790
联系人：戴老师

财政学（全日制）
联系电话：0791-83803301

行政管理（全日制）

53

教育经济与管理（全日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人：纪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81397

社会保障（全日制）

联系人：叶老师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含全日制、非全日制）

联系电话：0791-83806762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06762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214
审计硕士（专业学位，非全日制）

联系人：潘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23181
联系人：管老师

世界经济（全日制）
国际经贸学院

联系电话：0791-83803301
联系人：纪老师

43

会计学（全日制）
会计学院

200

30

国际贸易学（全日制）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50

联系电话：0791-83976917
联系人：胡老师

国民经济学（全日制）
经济史（全日制）
经济学院

43

政治经济学（全日制）
西方经济学（全日制）

联系电话：0791-83816532
联系人：黄老师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全日制）

生态文明研究院

金融学院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53

国土资源与生态经济学（全日制）

7

金融学（全日制）

22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115

保险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数量经济学（全日制）

68

统计学（授经济学学位，全日制）
统计学院

统计学（授理学学位，全日制）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147

联系电话：0791-83820732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55483
联系人：施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951042
联系人：贾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951042
联系人：胡老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日制）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授工学学位，全日制）

26

联系人：葛老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授管理学学位，全日制）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非全日制）
15

联系电话：0791-83983207

70

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物流工程与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英语语言文学（全日制）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全日制）

60

7
25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联系电话：0791-83845702
联系人：朱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43233
联系人：董老师

社会学（全日制）
23

民俗学（全日制）
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全日制）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联系电话：0791-83977317
联系人：卢老师

122

法学理论（全日制）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全日制）
刑法学（全日制）
民商法学（全日制）
法学院

53

诉讼法学（全日制）

联系电话：0791-83843168
联系人：阙老师

经济法学（全日制）
国际法学（全日制）
财税法学（全日制）
法硕（非法学）（专业学位，含全日制、非全日制）
法硕（法学）（专业学位，含全日制、非全日制）

20

设计学（全日制）
艺术学院

140

艺术硕士（音乐领域，专业学位，全日制）
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专业学位，全日制）

75

联系电话：0791-83842266
联系人：兰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43016
联系人：何老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日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全日制）

45

思想政治教育（全日制）

联系电话：0791-83816980
联系人：汤老师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全日制）
土地资源管理（全日制）
22

工程管理（全日制）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全日制）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含全日制）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含全日制、非全日制）

产业经济研究院

联系人：包老师
15
34

产业经济学（全日制）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全日制）

12

体育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全日制）

5

MBA 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791-83842821

联系电话：0791-83816310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16902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40891
联系人：朱老师

工商管理硕士（MBA，含全日制，非全日制）

200

联系电话：0791-83816019

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收费项目，非全日制）

20

联系人：张老师

16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特色研究方向班，招收理工科背景
考生，全日制）

35

联系电话：0791-83806762
联系人：曾老师

工商管理硕士（非全日制）
深圳研究院

科技金融发展中心

43

会计硕士（非全日制）

20

金融硕士（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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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879163055
联系人：罗老师
联系电话：0791-83855483
联系人：施老师

第三部分：江西财经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020101 政治经济学
研究方向：
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02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
03 《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研究
04 新型城市化与区域高水平发展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3 经济学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103 经济史
研究方向：
01 中国货币演变史
02 中国近现代金融史
03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3 经济学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104 西方经济学
研究方向：
01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制度经济理论与应用
03 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
04 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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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03 经济学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105 世界经济（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东亚经济研究
02 国际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研究
03 “一带一路”与非洲经济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06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研究方向：
01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资源环境经济与生态系统管理
03 资源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04 生态经济与环境政策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3 经济学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201 国民经济学
研究方向：
01
02
03
04

国民经济运行与调控
投融资理论与实践
经济发展与决策研究
政府经济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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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303 数学三
④ 803 经济学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202 区域经济学
研究方向：
01 区域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
02 城市经济与城镇化
03 区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
04 长江经济带与江西发展
05 区域投融资研究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803 经济学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203 财政学
研究方向：
01 财政理论与政策
02 税收与收费理论
03 税务管理与税收筹划
04 公共项目投资管理
05 财政监督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02 经济学基础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204 金融学（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货币银行理论与政策
02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03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04 公司金融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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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05 专业基础课

参考书目：
①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② 胡援成：《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
③ 吕江林：《国际金融》，科学出版社 2017 年 6 月版。
020205 产业经济学（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产业发展与规划
02 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03 产业投融资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03 经济学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206 国际贸易学（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2 贸易实务与跨境电子商务
03 资源性商品贸易与环境
04 国际贸易规制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06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209 数量经济学
研究方向：
01 计量经济理论及应用
02 数理经济理论及应用
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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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09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参考书目：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微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0202Z3 国土资源与生态经济学（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国土经济与空间规划
02 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
03 区域经济与地理设计
04 空间经济与 GIS 应用
05 土地利用与可持续管理
06 旅游经济与乡村发展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825 国土资源经济学
参考书目：
毕宝德：《土地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20208 统计学（授经济学学位）
研究方向：
01 经济统计
02 金融统计
03 市场调查与数据挖掘
04 数据工程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07 统计学（统计学或数理统计学）

参考书目：
①罗良清：《统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②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030101 法学理论
研究方向：
01 法哲学
22

02 部门法理学
03 法社会学
04 比较法学
05 立法学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611 法理学
④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研究方向：
01 宪法学
02 行政法学
03 经济行政法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1 法理学

4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104 刑法学
研究方向：
01 经济刑法
02 环境刑法
03 中国刑法
04 国际刑法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1 法理学

4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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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105 民商法学
研究方向：
01 民法
02 商法
03 知识产权法
04 商事法务会计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1 法理学

4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106 诉讼法学
研究方向：
01 民事诉讼法
02 刑事诉讼法
03 行政诉讼法
04 司法制度
05 证据法学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1 法理学

4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107 经济法学
研究方向：
01 经济法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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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市场规制法
03 宏观调控法
0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0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1 法理学

4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109 国际法学
研究方向：
01 国际公法
02 国际私法
03 国际经济法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611 法理学
④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1Z1 财税法学
研究方向：
01 税收法治
02 税收筹划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611 法理学
④ 810 民法学、刑法学
参考书目：
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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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030301 社会学
研究方向：
01 经济社会学
02 农村社会学
03 文化人类学
04 社会心理学
05 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06 旅游社会学
07 媒介社会学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4 社会学概论

4

816 社会学研究方法

参考书目：
①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
②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4 月。
030304 民俗学
研究方向：
01 民俗与文化产业
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化
03 民俗与传统文化
04 民俗与古典文学
05 民俗与语言及社会变迁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4 社会学概论

4

835 民俗学概论

参考书目：
①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
②钟敬文：《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研究方向：
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原理研究
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03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04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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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研究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8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参考书目：
①逄锦聚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修订版。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研究方向：
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及规律研究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研究
03 国家治理与政治理论研究
04 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05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执政党建设研究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8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参考书目：
①逄锦聚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修订版。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向：
0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0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与基本经验研究
03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04 思想政治教育与红色基因传承研究
05 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引导研究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8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参考书目：
①逄锦聚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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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修订版。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
01 中国近现代“四个选择”问题研究
02 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改革研究
03 中国近现代文化问题研究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6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 818 中共党史
参考书目：
①逄锦聚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历史(21 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翻译理论与实践
02 英语文化与文学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40 法语（二外）或 241 日语（二外）或 242 俄语（二外）

3

617 综合英语

4

819 专业理论知识

参考书目：
①《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②马晓宏、柳利：《法语》1 和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③钱晓蕙：《俄语初级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
⑤陶洁：《美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
⑥戴炜栋：《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英汉对比
02 商务英语与教学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40 法语（二外）或 241 日语（二外）或 242 俄语（二外）
③ 617 综合英语
④ 819 专业理论知识
参考书目：
28

①《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②马晓宏、柳利：《法语》1 和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③钱晓蕙：《俄语初级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
⑤陶洁：《美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
⑥戴炜栋：《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050300 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向：
01 经济新闻
02 媒介经营与管理
03 新闻与经济社会发展
04 广告与数字营销
05 新媒体与传媒产业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18 新闻学理论

4

814 传播学理论

参考书目：
①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新闻采访与写作》编写组：《新闻采访与写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④严三九、刘怡、庄洁：《媒介经营与管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071400 统计学（授理学学位）（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数理金融
02 应用统计
03 统计计算与统计软件
04 教育统计与人工智能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601 专业基础（01-03 方向：数分，高代；04 方向：Python 编程）
④ 808 专业综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参考书目：
①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数学分析》（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北京大学数学系几何与代数教研室前代数小组编：高等代数（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Eric.Matthes 著，袁国忠译：《Python 编程：从入门到实践》，人民邮电出版社；
④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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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大数据管理
02 多媒体技术
03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1 数学一

4

831 程序设计基础

参考书目：
刘喜平、万常选、舒蔚等：《C 程序设计：方法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授工学学位）
研究方向
0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02 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1 数学一
④ 831 程序设计基础
参考书目：
刘喜平、万常选、舒蔚等：《C 程序设计：方法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授管理学学位）
研究方向：
0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02 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
0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 管理决策
05 经济管理定量分析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24 管理信息系统或 820 概率论或 811 管理经济学

参考书目：
①黄梯云：《管理信息系统》（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盛骤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只要求概率论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7 年版；
③ 张利庠，李宝山：《管理经济学（第三版）》（只要求第一至第五章），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版。
30

1201Z3 工程管理
研究方向：
01 工程项目管理
02 项目投融资管理
03 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建设管理
04 房地产金融与投资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829 工程项目管理
参考书目：
丁士昭：《工程项目管理》（第二版），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4 年版。
120200 工商管理
研究方向：
01 东方管理与企业战略
02 营销创新与数字营销
03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04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5 数字经济与创新管理
06 技术创新与运营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827 管理学
参考书目：
吴照云：《管理学》（第六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20201 会计学
研究方向：
01 会计理论与方法
02 审计理论与方法
03 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
04 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26 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学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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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尧明、荣莉：《中级财务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第六版）；
3

张蕊、袁业虎：《公司财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三版）；

4

张蕊：《会计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第六版）；

5

张蕊：《审计学》，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二版）；

6

郭小金：《成本会计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7

张绪军、杨桂兰《管理会计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120203 旅游管理
研究方向：
01 旅游产业管理
02 旅游企业投融资
03 旅游景区规划与开发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03 数学三

4

822 管理学（管理学占 50%，旅游学占 50%）

参考书目：
①吴照云：《管理学》（第六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第四版），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120401 行政管理
研究方向：
01 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
02 公共政策分析
03 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04 政府管理与创新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21 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

4

828 公共经济学

参考书目：
①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 5 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③李春根、廖清成：《公共经济学》（第 2 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研究方向：
01 教育经济
02 教育管理
03 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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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21 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

4

828 公共经济学

参考书目：
①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二版），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 5 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③ 李春根、廖清成：《公共经济学》（第 2 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20404 社会保障
研究方向：
01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02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03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政策
04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21 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

4

828 公共经济学

参考书目：
①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二版），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 5 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③ 李春根、廖清成：《公共经济学》（第 2 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研究方向：
01 土地经济与资源管理
02 国土空间规划
03 不动产投资与管理
04 土地信息与工程技术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23 土地经济学

4

832 管理学（管理学占 50%，土地管理学总论占 50%）

参考书目：
①毕宝德：《土地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吴照云：《管理学》（第六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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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陆红生：《土地管理学总论》（第六版），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 年。
1204Z1 体育经济与管理
研究方向：
01 职业体育俱乐部管理
02 体育产业组织
03 体育场馆经营与管理
04 体育赛事营销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625 体育经济学

4 833 管理学概论
参考书目：
①靳英华：《体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吴照云：《管理学》（第六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30500 设计学
研究方向：
01 环境设计
02 工业设计
03 视觉传达与数字媒体设计
04 设计教育与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612 工艺美术史
④ 812 设计概论
参考书目：
①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8 月；
② 尹定邦、邵宏：《设计学概论》（第三版），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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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025100 金融硕士（金融学院）（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票据经营管理
02 私募金融
03 金融机构与银行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431 金融学综合
参考书目：
① 胡援成：《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
③ 吕江林：《国际金融》（第三版），科学出版社 2017 年 6 月版；
④ 斯蒂芬 A﹒罗斯：《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025100 金融硕士（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金融科技方向，推荐理工科背景报考，不招收同
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智能投资
02 智能风控
03 金融大数据挖掘
04 区块链应用设计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431 金融学综合
参考书目：
①金融学（第 5 版），黄达、张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3 月版）；
②Python 3.8: 从入门到精通，王英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5 月版）
025200 应用统计硕士
研究方向：
01 经济统计
02 金融统计（含保险精算和风险管理）
03 应用统计
04 数据工程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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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432 统计学
参考书目：
①罗良清：《统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二版；
②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025300 税务硕士
研究方向：
01 税收政策与税务管理
02 企业税务战略
03 税收中介服务
04 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433 税务专业基础
参考书目：
① 王乔、姚林香：《中国税制》(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 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王秀芝：《税务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25400 国际商务硕士（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国际工程项目管理
02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03 跨境电子商务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参考书目：
韩玉军：《国际商务》（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6 月版。
025500 保险硕士（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435 保险专业基础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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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达：《金融学》（精编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②孙祁祥：《保险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6 月版；
③ 胡少勇：《保险理论与实务精讲精练》，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025600 资产评估硕士
研究方向：
01 企业价值评估
02 无形资产评估
03 资源性资产评估
04 房地产评估
05 政策性评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3 数学三
④ 436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参考书目：
汪海粟等：《资产评估》(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025700 审计硕士
研究方向：
01 政府审计
02 内部审计
03 注册会计师审计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③ 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
④ 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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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区分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1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3

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4

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035200 社会工作硕士
研究方向：
01 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
02 企业社会工作
03 社区社会工作
04 社会政策
05 医务社会工作
06 金融社会工作
07 农村社会工作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31 社会工作原理
④ 437 社会工作实务
参考书目：
①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②朱眉华、文军：《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055100 翻译硕士（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英语笔译
02 英语口译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11 翻译硕士英语
③ 357 英语翻译基础
④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055200 新闻与传播硕士
研究方向：
01 数字传播与营销
02 财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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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传媒与文化产业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④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参考书目：
①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1 研究方向：彭兰：《新媒体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02 研究方向：刘海贵：《中国新闻采访写作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03 研究方向：钱晓文：《当代传媒经营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85400 电子信息硕士（信息管理学院）（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数据与知识工程
02 多媒体技术
03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04 大数据分析与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2 数学二
④ 831 程序设计基础（方向 01-03）或 836C 语言程序设计（方向 04）
参考书目：
刘喜平、万常选、舒蔚等：《C 程序设计：方法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085400 电子信息硕士（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研究方向：
01 金融信息处理
02 物联网技术
03 机器学习
04 电子/光电子材料与元器件
05 软件智能分析与维护
06 财经大数据处理
07 服务计算
08 智能计算与现代优化技术
09 教育信息技术（本方向不招同等学力考生，限招计算机类、电子类、数学统计类等专业
本科毕业生）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302 数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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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804 电路分析基础（01-03 研究方向）或 815 普通物理（04 研究方向）或 834C 语言程序
设计（软件）（05-08 方向）或 837Python 程序设计（09 方向）
参考书目：
01-03 研究方向：邱关源：《电路》（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5 月，谭浩强：《C
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04 研究方向：胡盘新：《普通物理学简明教程》(第 2 版)（第 1—3,6—11 章），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05-08 研究方向：谭浩强：《C 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09 研究方向：《Python 编程：从入门到实践》，Eric.Matthes 著，袁国忠译，人民邮电出版
社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MBA 教育学院）
研究方向：
01 MBA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MBA 教育学院，高收费项目）
研究方向：
01 EMBA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200 公共管理硕士
研究方向：
01 公共财政与税收管理
02 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03 社会保障政策与实践
04 公共部门行政管理
05 公共政策分析
06 公共投资与项目管理
07 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
08 教育经济与管理
09 应急管理
10 卫生事业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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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300 会计硕士（会计学院）
研究方向：
01 会计理论与实务
02 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03 审计理论与实务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300 会计硕士（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大数据应用与管理会计特色研究方向班，推荐理工
科背景考生报考，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大数据应用与管理会计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400 旅游管理硕士
研究方向：
01 旅游规划设计
02 旅游业管理
03 旅游投融资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601 工程管理硕士（信息管理学院）
研究方向：
01 信息工程管理
02 大数据工程管理
03 金融工程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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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601 工程管理硕士（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研究方向：
01 可持续建设管理
02 工程项目投融资创新管理
03 土地与房产工程项目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硕士（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研究方向：
01 物流决策与绩效评价
02 智能物流
03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04 物流金融
考试科目：
①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135101 艺术硕士（音乐领域）
研究方向：
01 声乐表演
02 钢琴演奏
03 音乐艺术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627 中西音乐史
④ 821 音乐作品分析（01-02 研究方向）或 823 音乐艺术管理基础理论（03 研究方向）
参考书目：
① 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沈旋：《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9 年版。
01-02 研究方向：钱亦平：《音乐作品分析简明教程》（上、下），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6
年版。
03 研究方向：郑新文：《艺术管理概论》（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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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08 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
研究方向：
01 环境设计
02 产品设计
03 视觉传达设计
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05 设计管理
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或 203 日语
③ 619 艺术设计理论
④ 513 设计基础（形式表现）
参考书目：
艺术设计理论：尹定邦、邵宏，《设计学概论》（第三版），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设计基础（形式表现）：不列参考书，考生自带绘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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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参考书目
专业名称

专业课复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3 版）
康静萍等，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
年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十五讲》，本书编写组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

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王玉茹，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经济学说史：《经济学说史》（第 2 版），姚
开建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经济史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
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实践
略与实施》，吴敬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剑桥中国经济史》，万志英， 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王玉茹，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西方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教程（第二版），
西方经济学流派：
袁庆明，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 年版。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王志伟、
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马春文、张东
2015 年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辉，高教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
世界经济概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世界经济概论》，高

世界经济

等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011 年版；《国际经济学教程》，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

2012 年第二版。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1 世纪经济管理精品教材•经
济学系列: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王文军，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生态经济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第二版），
沈满洪，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5 年版。
人口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新论》，刘家强，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学》第三版，胡
乃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版。

管理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原书第 6 版），
迈克尔 R.贝叶著、聂巧平等译，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08 年第 1 版。
投资经济学：《投资经济学》，任淮秀，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 2017 年第 5 版。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原理：
《区域经济学原理》，吴传清，

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李小建著，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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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出版社。注：所有参考
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郭熙保著，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财政学

财政学：
《财政学》（第二版），匡小平，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版。

中国税制：《中国税制》，王乔，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8 年版。
政府预算：《国家预算管理》，王金秀，科学
出版社 2019 年版。

金融学

金融学：
A、《货币银行学》，胡援成主编，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2019 年 1 月
版 。
B、《国际金融》，吕江林主编，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科学出版社，2017 年 6 月版 。
C、《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第三
版，桂荷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20 年版。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卢福财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陈宪，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第四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盛骤，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西方经济学》(宏
观部分），梁小明，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陶长琪，南京
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国 土 资源 与 生 态
经济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第三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曲福田，冯淑怡 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 2018 年版

统计学（授经济学
学位）

国民经济统计：
《国民经济统计》，邱东，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法理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点：
《法理学》，高其才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张晋藩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谷春
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法学理论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点：
《宪法》，许崇德、胡锦光主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6 版；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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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经济法》，杨紫煊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7 版。

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7 版
宪法学：《宪法学》周叶中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刑法学

刑法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点：
《规范刑法学（教学版）》，陈
兴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民商法学

民事诉讼法：《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
民商法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点：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法学》（第五版），王利明、
宪法学：《刑事诉讼法》，陈光中主编，北京
杨立新、王轶、程啸著，法律出
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社 2017 年版。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诉讼法学

诉讼法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点：
《诉讼原理》，樊崇义主编，法
律出版社 2009 年第 2 版。

宪法学：《宪法学》，周叶中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刑法：《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经济法学

刑法：《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
经济法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点： 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法基础理论》，漆多俊著， 宪法学：《宪法学》，周叶中主编，北京大学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第 5 版。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国际法学

宪法学：《宪法学》，周叶中主编，北京大学
国际法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点：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公法学》，曾令良主编， 民法：《民法》，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第 2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财税法学

宪法学：《宪法学》，周叶中主编，北京大学
财税法学学科前沿及法律热点：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财政税收法》，刘剑文、熊伟 财税法：《财政税收法》，刘剑文、熊伟主编，
著，法律出版社，2019 年第 8 版。 法律出版社。
注：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社会学
05 研究方向：社会治
理与社会政策由社
会工作与社会管理
研究中心与人文学
院共同培养；06 研究
方向：旅游社会学由

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第四版），沙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 4 莲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社会政策概论：《社会政策概论》（第三版），
版），侯钧生，南开大学出版社， 关信平，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2017 年。
西方社会学理论：

人文学院、旅城学院
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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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
民俗学

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1 月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马 克 思主 义 基 本
原理

马 克 思主 义 中 国
化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第四版），沙
莲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中国文化史：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第
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 月版。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林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
编译局，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

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
社 2016 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
版），陈万柏、张耀灿，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5 年。

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庄福
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林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庄福
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伦理学：《伦理学原理》（第三版），王海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中 国 近现 代 史 基
本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当代史》（第 4 版），郭
大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世界现代史：《世界现代史 1900-2000》，张
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书编
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史及英美概况 ：
《英国文学简史》，常耀信，南
开大学出版社；《英美概况》，
来安方，河南人民出版社。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外 国 语言 学 及 应
用语言学

语言学理论及英美概况：
《语言学教程》，胡壮麟，北京
大学出版社；《英美概况》，来
安方，河南人民出版社。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新闻传播学

媒介经营与管理：
《媒介经营与管理》，谢新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外新闻传播史》，张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十二讲》，郑保卫，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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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专业课复试科目及参考书（方向 01、
02、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概率论与数理统

统计学（授理学学
位）
04 研究方向：教育数
据智能分析由统计
学院、软件学院联合
培养。

计》（第三版）茆诗松、程依明、濮晓
龙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方向 04 不招同等学力考生，限计算
机类、数学统计类本科毕业生报考，与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联合举办，初试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科目 601 必须选考“Python 编程”，
复试科目及参考书如下：
数据结构:《数据结构》（C 语言版）
第 2 版，严蔚敏，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年

软件工程（信息）：
《软件工程导论》（第六版），
张海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版。
软件工程（信息）：
《软件工程导论》（第六版），
张海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版。

数据结构：《数据结构-C 语言版》（第 2 版），
计 算 机科 学 与 技
严蔚敏等，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年版。
术
操作系统：《计算机操作系统》（第 4 版），
汤小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数据结构：《数据结构-C 语言版》（第 2 版），
管 理 科学 与 工 程
严蔚敏等，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年版。
（授工学学位）
操作系统：《计算机操作系统》（第 4 版），
汤小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线性代数：《线性代数》，程迪祥，清华大学
管理学原理：
出版社 2010 年版。
管 理 科学 与 工 程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
程序设计基础：《C 程序设计：方法与实践》，
（授管理学学位） 版），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
刘喜平、万常选、舒蔚等，清华大学出版社，
社 2018 年版。
2017 年。
工程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第三版），武
工程经济学：
《工程经济学》（第三版），刘 献华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工程管理
晓君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管理》（第二版），
2015 年。
吴怀俊、马楠，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 版。
管理经济学：张利庠，李宝山：《管理经济学
（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周三多等，
管理学原理：《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
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工程管理（信息管
理学院）

政治笔试、综合素质面试、英语
听说能力测试。

工 程 管理 专 业 硕
士（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工程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第
三版），武献华等，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
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管理》
（第二版），吴怀俊、马楠，人
民交通出版社 2014 版。

工商管理

01 方向：
管理学：
《管理学》（第六版），吴照云， 中国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原理》，胡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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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第三版），武
献华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管理》（第二版），
吴怀俊、马楠，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 年版。
战略管理：《企业战略管理》，胡大立，南京
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02、03 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第二版），
卢福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市场营销学：《市场营销学》（第三版），杨
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
04 方向：
物流经济学：《物流经济学》（第三版），舒
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版。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吴群，北京大学，2015 年版。
05、06 方向：
创业管理：《创业通论》（第三版），卢福财
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
运营管理：《运营管理》，邹艳芬等，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3 年版。出版社，2015 年版。

会计学

会计专业课：
《审计学》，张蕊，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成本会计学》，郭
小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管理会计学》，张绪军、杨桂
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会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张蕊，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第六版）。
成本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学》，郭小金，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管理会计学》，
张绪军、杨桂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旅游管理

旅游市场营销 ：
《旅游市场营销》（第二版），
赵西萍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旅游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第三版），厉
新建、张辉、厉新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旅游规划原理：《旅游规划原理》，吴必虎、
俞曦，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 年。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曾维涛、许才
明，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
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政治学：《政治学概论》，孙关宏等，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或以后版。
西方行政学说史：《西方行政学说史》（修订
版），丁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
《当代教育学》，袁振国，教育
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三版）

教育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第三版），陈
孝彬、高洪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蒋学模，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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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学：《社会保险学》（第二版），孙
树菡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版。
社会保障精算：《社会保险精算原理与实务》，
王晓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版。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李春
根，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版。

土地资源管理

土地资源学：《土地资源学》（第二版），陈
国土空间规划
百明、周小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参考书：吴次芳主编，国土空间 版。
规划，地质出版社，2019。
土地法学：《土地法学》（第三版），陈利根，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 版。

体育经济与管理

体育基本理论与经济学基础（各
占 50 分）：
《体育概论》，杨文轩、杨霆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宏观经济学》，王秋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李春根、廖清
成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体育管理学：《体育管理学高级教程》，秦椿
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01 研究方向：专业设计（景观设
计或室内空间设计命题，二选
设计学

金融硕士

一）。02 研究方向：专业设计（工
素描：不列参考书，考生自带绘画工具。
业命题设计）。03 研究方向：专
色彩：不列参考书，考生自带绘画工具。
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或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命题，二选一）。04
研究方向：命题写作。
金融学：
A、《货币银行学》，胡援成主编，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2019 年 1 月
版 。
B、《国际金融》，吕江林主编，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科学出版社，2017 年 6 月版 。
C、《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第三
版，桂荷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20 年版。
复试考试科目：金融学与计算机
综合
参考书目：

金融硕士（金融科
技方向）

应用统计硕士

1、金融学（第 5 版），黄达、张
杰 主 编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020 年 3 月版）；
2、Python 3.8: 从入门到精通，
王英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
国民经济统计：
《国民经济统计》，邱东，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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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统计学》，罗良清，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二版。
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
（第三版），
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税务硕士

公共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李
春根、廖清成，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5 年版。

中国税制：《中国税制》（第 3 版），王乔、
姚林香，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税务管理：《税务管理》，王秀芝，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查尔斯.W. L 希
尔（Charles W. L. Hill），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 版
（McGraw Hill 公司第 9 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保险硕士

保险学：
A、《保险学》（第六版），孙祁
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年 6 月版；
B、《保险理论与实务精讲精练》，
胡少勇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16 年版。

资产评估硕士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资产评估》(第三版)，汪海粟
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宏微观），高
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7 版。
财务管理学：《财务管理学》，荆新等，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8 版。

审计硕士

专业课：
1.《会计学原理》张蕊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第六版）2.
《中级财务会计》蒋尧明、荣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第
六版） 3.《公司财务学》张蕊、
袁业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版（第三版）4. 《成本会计学》，
郭小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版；5.《管理会计学》，张绪军、
杨桂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版；6.《审计学》张蕊 科学出
版社 2017 年版（第二版）

会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张蕊，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
成本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学》，郭小金，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管理会计学》，
张绪军、杨桂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法 律 硕士 （ 非 法
学）

民法、刑法：
《民法》，魏振瀛，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
准

民法、刑法：
法律硕士（法学） 《民法》，魏振瀛，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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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经济法》，杨紫烜，北京大学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江伟，北京大

学》，高铭暄、马克昌，北京大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第 7 版。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准
注：所有参考书目以最新版本为
准

社会工作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本（第二
版）》，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版。

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第四版），沙
莲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社会政策概论：《社会政策概论》（第三版），
关信平，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翻译硕士

英语能力测试与英汉互译：
不指定参考书目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新闻与传播硕士

传播理论：
《传播学概论》，胡正荣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新闻评论：丁法章：《当代新闻评论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广告理论：丁俊杰：《广告学概论》，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电子信息硕士（信
息管理学院）

软件工程（信息）：
《软件工程导论》（第六版），
张海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模拟电子线路或软件工程（方向
1、2、3 考生二选一）：模拟电子
线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
分》 (第五版)，康华光，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6 年；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导论》（第 6 版），
张海藩，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材 料 分 析 测 试 方 法 （ 04 研 究 方
向）：《材料分析测试技术—材
电子信息硕士（软
料 X 射线衍射与电子显微分析》
件与物联网学院）
(第 2 版),周玉,武高辉,哈尔滨工
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软 件 工 程 （ 05-08 研究 方
向）：《软件工程导论》（第 6
版），张海藩，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在线教育理论与实践（09 研究方
向）：《在线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课程设计的视角》，金慧，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会计硕士（会计学
院）

专业课：
1.《会计学原理》张蕊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第六版）2.
《中级财务会计》蒋尧明、荣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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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方向：数字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
术基础》（第 6 版）， 阎石等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6 年 4 月。
信号与系统：《信号与系统》，陈后金等，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04 方向：材料学概论：《材料学概论》，胡
珊，李珍，谭劲，梁玉军，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9 月。
材料 化学： 《无机 材料化 学》（ 第 1,2,4,
5,6,9,10,12,15 章），北京大学版社，2006
年 2 月。
05-08 方向：数据结构：《数据结构》（C 语
言版），严蔚敏，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年
版。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
王珊、萨师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09 方向：本方向不招同等学力考生，限招
计算机类、电子类、数学统计类等专业本科毕
业生

会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张蕊，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
成本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学》，郭小金，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管理会计学》，
张绪军、杨桂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六版） 3.《公司财务学》张蕊、
袁业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版（第三版）4. 《成本会计学》，
郭小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版；5.《管理会计学》，张绪军、
杨桂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版；6.《审计学》张蕊 科学出
版社 2017 年版（第二版）

会计硕士（会计发
展研究中心）

综合专业课：
1.《会计学原理》张蕊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第六版）2.
《中级财务会计》蒋尧明、荣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第
六版） 3.《公司财务学》张蕊、
袁业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版（第三版）4.《C 语言程序设计：
方法与实践》刘喜平、万常选、
舒蔚、骆斯文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5.《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张盛骤、谢式千、潘承毅 浙江大
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物流工程与管理

复试科目：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参考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许
军主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出版

艺术硕士（音乐领
域）

01 声乐表演：民族唱法（共三首）
演唱民歌、中国创作歌曲和中国
歌剧咏叹调各一首；美声唱法（共
三首）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各一首、
歌剧咏叹调一首。
视唱练耳：不列参考书。
02 器乐表演：练习曲一首（钢琴
演唱（奏）：不列参考书。
方向要求车尔尼作品 740 程度以
上）；大型作品一首（奏鸣曲快
板乐章）；自选作品一首。
03 音乐艺术管理：音乐文化相关
问题命题写作。

艺术硕士（艺术设
计领域）

01 专业设计（景观环境设计或室
内空间设计命题，二选一）、02
专业设计（产品设计命题）、03 素描：不列参考书，考生自带绘画工具。
专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命题）、 色彩：不列参考书，考生自带绘画工具。
04 专业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命题）、05 命题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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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经济学》，李春根、廖清
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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