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学位授权点专业介绍
020203

财政学

财政学科是一门专门研究政府收支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经济学科。财政
学专业硕士学位点主要培养面向财政税务等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
织等相关职业，系统掌握财政学和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财政制度与管理以及相关
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学术型精英人才，并授予
学术型硕士学位。
财政学科所在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是浙江省一流学科，学科研究方向特色
鲜明，研究力量雄厚，现有教授 14 人，副教授 9 人，博士 31 人，在动态财政理
论、政府间财政关系、地方财政、所得税理论与政策研究等领域居国内先进水平。
2016 年，财政学科在全国的综合排名位居地方性高校第一名。
财政学科始终坚持“务实进取，争创一流”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科教融合
的教学和科研改革，形成科研服务教学、科研引领教学、科研凝聚团队、学科带
动专业的长效机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专
业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三大期刊发表论文近
20 篇，论著和教材 80 余部，承担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各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 余项，多项研究报告得
到国家和省级领导批示，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在人才培养上，更是被
社会各界誉为浙江省财税干部的“黄埔军校”。
025300

税务（专业学位）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简称 MT，主要培养面向税务机关、企业等相关职业，具
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系统掌握税收理论与政策、税务管理实
务、财务会计实务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解决实际涉税问题能力的高
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依托我校省级优势专业税务专业和国家特色专业、省级优
势专业财政学专业，拥有丰富优质的教学研究资源，建设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2
门，省级精品课程 2 门。支撑的重点学科有省级重点学科 1 个、省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学科水准全国领先。现有教授 12 人，博士 13 人。近年
来在国家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获国家级课题立项 8 项，获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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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和教学成果奖 10 余项。
本学位点与社会实践部门有良好的合作办学关系，特别是与浙江省国家税务
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浙江财政厅以及省内各地财税部门在政策理论研究、人
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合作。
本学位点聘请了浙江省内十多名国内知名专家担任校外导师，并在杭州建立
了多个校外实践基地，为税务专硕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120401

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院招生）

行政管理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主要支撑学科。学科注重前沿理论，融合政
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力求视野开阔、理论深厚、基础
扎实。在反腐败、政府绩效、治理创新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形成了特色和优势。
在全国 200 余所同类学科专业排名中保持在 20 名以内。现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6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11 人。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0 余项，省部级项目 3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近 20 部，
在《政治学研究》、
《管理世界》、
《新华文摘》、
《中国行政管理》等国内权威及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180 余篇，有多项科研成果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是校级重点学科，主要研究范围包括教育经济、教育财政与
教育管理等，是整合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两门学科整合的复合性学科，其培养目
标是为各级教育管理机关、各类学校等培养高层次复合性专门人才。现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5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5 人。近年来主持国家级课题 4 项，省
部级课题 15 项。参与浙江省大型规划与课题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 4 部，在核
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
120404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为校级重点学科，致力于培养系统掌握当代社会保障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能够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知识和方法，研究社会保障理论和政
策、从事社会保障管理、设计社会保障政策和方案，并且能够把握国际国内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前沿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劳动就业与工伤保险、养老保障与医疗卫生（长期护理保险）研究领域形成了特
色和优势，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现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2 人，其中，具有博
士学位的 7 人。近年来完成或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 4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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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术专著 9 部，在《新华文摘》、
《人口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学科是以管理学、经济学、理学为理论基础，以社会经济中的
土地要素为研究对象，将经济学、管理学、理学相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学
科已经形成了稳定而鲜明的研究特色与优势，学校有专职的土地与城乡发展研究
院做支撑。目前设有土地整理与土地利用、不动产经营与管理两个研究方向，相
关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土地整理与土地利用领域的研究水平位
居国内前列。现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4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9 人。近五年
来承担科研项目 90 余项，年均科研经费达 100 多万元，其中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2 项、科研成果被各级政府采纳 40 余项；近年来在《新华文摘》、
《管理世界》、
《中国土地科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出版专著 8 部、教材 5 部；获
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3 项。
1204Z1 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学科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中的新兴学科。该学科研究方向特色鲜
明，注重前沿理论，融合现代城市科学、公共管理学与经济学理论，在现代城市
经营与管理、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治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和优势。现有教授 5 人，
副教授 6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5 人。近年来，承担了 10 余项国家级
项目、20 余项省部级项目，先后在《管理世界》、
《城市规划》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Property Management》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著 10 余部，获得省部级奖
励多项。本学科点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城市管理理论和熟练的
科学研究方法，理论功底深厚、专业基础扎实、知识视野广阔、创新思维活跃的
高级新型城市管理人才。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简称 MPA，主要面向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培
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进管理方法及技术，既具有较
宽的知识面又熟悉特定公共管理、公共财经管理或政策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和
政策分析者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一流的应用型人才。以学校重点一级学科为主要支
撑，与住建部、省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城管委、省国土资源厅及省纪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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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部门紧密合作，在政府管制、反腐败、财税管理与监督、城市管理、土地政
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较强的优势。主要面向上述部门招收政府监管
与公共政策、国土规划与城市管理、公共财政管理、金融政策与监管等方向的实
践工作人员。现有教授 28 人，副教授 25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40 人。学院教
师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期刊发表论文 150
余篇，SSCI、SCI 论文 51 篇，EI 论文 27 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
基金课题 27 项，其中，重大重点项目 1 项；省（部）级研究课题 75 项，其中，
重大重点项目 10 项；申请发明专利 47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9 项。
120201 会计学
会计学硕士培养爱国守法，品德优良，治学严谨、勤奋好学，积极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身心健康的高层次会计管理人才；学位获得者将具有扎实的经济学、
管理学基础理论和知识，掌握系统、精深的会计学专业知识和会计学当代研究方
法，具有较高的科研和教学能力；较熟练的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
文资料，具有一定听说能力，初步具有用外语撰写专业论文能力；毕业后能够胜
任会计管理部门、大中型企业及其他单位财务、会计、审计主管工作，或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工作。
会计学科是浙江省重点学科，会计学专业为国家特色专业，会计学专业和财
务管理专业为省优势专业，审计学专业为省重点建设专业。本学科主要以资本市
场和浙江民营企业为研究平台，对财务信息披露与监管、公司治理与财务管控等
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其中会计准则规范研究、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研究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会计学科拥有一支省内一流的专业师资队伍，有教授 20 人，副教授 23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6 人。合作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35 人。财政部全
国会计领军人才 2 人，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 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
程入选 6 人。近年来在《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会计研究》、
《审计研究》等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教育部、财
政部、审计署、省社科等省部级以上课题 100 余项。获省部级奖、高校人文社科
奖以及其他各类科研奖 80 余项。学位点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定期组织“浙
财会计学术论坛”。毕业生由于综合素质好，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的青睐，被
誉为浙江省“会计师的摇篮、理财家的沃土”。全省约四分之一的高级会计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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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有在我校会计学院的学习背景，在省内乃至全国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品
牌。
025600

资产评估（专业学位）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简称 MV。主要培养面向资产评估行业，培养具备良
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系统掌握资产评估基本原理，具备从事资产评估
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对资产评估实务有充分的了解，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的资产评估专门人才。
我校是开设资产评估本科专业的全国 10 所高等院校之一，也是浙江省首个
开设资产评估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实验实习设施完善，
现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8 人，博士 8 人，全国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1 人，浙
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入选 1 人。主持国家级
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在《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会计研究》、
《中国工业
经济》
、
《社会科学战线》、
《中国高教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40 余篇，并出
版了《资产评估准则——阐释与运用》、
《中外资产评估准则比较研究》、
《资产评
估学》（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等一系列专著或教材。
毕业生就业于中联、浙江坤元、浙江天源、上海立信等资产评估公司以及浙
商证券、中国建设银行等单位，深受用人单位的青睐。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面向会计职业，培养爱国守法，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身心健康，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具有进取精神、战略意识和
创新意识，系统掌握现代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和
技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会计专门人才。
本学位点以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省级重点学科为依托，拥有一
支省内一流的专业师资队伍，有教授 20 人，副教授 2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6 人。合作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35 人。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2 人，
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 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入选 6 人。学位点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视采用案例教学、
现场参观研讨、参与企业咨询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开辟第二课堂，定期组
织“企业财务高管论坛”活动，聘请实务部门、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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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专家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实行校内导师和社会导师相结合的双导师
制，聘请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政府部门有关专家共同承担指导工作。近
年来，毕业生由于综合素质好，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的青睐。会计学院被誉为
浙江省“会计师的摇篮、理财家的沃土”，在省内乃至全国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品
牌。
020204

金融学

金融学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浙江省重点专业和优势专业，金融工程专业是
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金融学科是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省一流 A 类学科。2010
年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重点实验室获中央财政专项基金资助，已形成金融工
程与金融风险管理实验室、金融工程与证券实验室、现代银行实验室、公司金融
与保险实验室、模拟银行实训基地“五位一体”的现代金融实验教学体系。经过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金融学科已经形成了以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研究方
向，该领域的研究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部分成果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本学
位点专任教师 48 名，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38 人，
硕士生导师有 20 余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2 人、第三层次 7 人。近几年，在金融风险管理、互联网金融、
量化投资、财富管理、资本市场运营和商业银行管理等领域研究成果显著。近几
年，获得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16 项国家自然和社科基金项目、50 余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获省部级奖 4 项、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 5 项、浙江省社科联
优秀成果奖 2 项，出版专著 20 余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
学报》、《金融研究》、《Journal of Econometrics》、《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等国家权威性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600 余篇，出版论著 30 余部。
近 5 年，金融学院研究生就业率始终保持省内高校排名第一。毕业生大部分
就职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中心支行、建设银行杭州分行、
中国银行杭州分行、浙江证券、南华期货等金融系统及相关企事业单位。部分毕
业生考上国内外重点大学（如：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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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金融学院招生）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简称 MF。2010 年获金融专业硕士点，金融硕士的人才培
养体系主要依托浙江省一流 A 类学科金融学（浙江省重点学科和国家特色专业）
和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金融工程，充分利用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实验室、金
融工程与证券实验室、现代银行实验室和公司金融与保险实验室、模拟银行实训
基地“五位一体”的现代金融实验教学体系，积极培育金融专业等多项校企共建
教育基地，整合优秀师资力量和社会导师，展开多形式、多途径培养模式（教学
+实验+实践）。现有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46 人，其中海外博士 5 人，具有国
外学习背景的占 40%。教授 14 人，副教授 13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有 26 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另聘 985 高校及金融机构的专家
为兼职教授，80%以上专职教师具有金融领域实践经验。
本学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发挥决策咨询作用为己任，发挥专业特长，开
展有针对性的政策研究，为相关部委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咨询报告。与丽水市人民
政府成立了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研究院、与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联合成立了温州
金融研究培训中心 。与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平安银行、财通证券等 10 多家金融
机构公司共建了 “实践教学研究基地”。
目前，已培养三届毕业生 117 人（2014 届 26 人、2015 届 39 人、2016 届 52
人）全部 100%就业，大部分供职于银行、证券和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和政府部
门。
025500

保险（专业学位）

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简称 MIA。2010 年获教育部保险专业硕士点招生资格，
主要面向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以及保险监管部门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培养具备良
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具有从事风险评估与管理、
保险产品设计、保险精算、保险财务管理和保险运营管理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保险硕士专业人才培养依托于浙江省一流 A 类学科金融学（浙江省重点学科
和国家特色专业）和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金融工程，整合优秀师资力量和社会导
师，展开多形式和多途径培养模式（教学+实验+实践）。现有校内专任教师 6 人，
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2 人；博士 4 人、硕士 2 人；硕士生导师有 4
人。校外硕士研究生社会导师 10 人。
近几年，保险硕士生就业率始终保持 100%。大部分就职于保险公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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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公司和信托租赁公司。

120202

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学院招生）

企业管理学科以企业创业创新、转型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主题，以在
国内领先地位的人本--快乐管理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
等领域前沿理论，针对企业战略、组织、创新、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其中，创业创新管理研究、人本经济和管理研究、
绿色营销和第四方物流等领域，走在省内领先位置。目前，本学位点有教授 15
人，副教授 20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0 余人。本学科点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掌握坚实的企业管理基础理论和实践知识，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突出的
适应能力、开拓的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高级管理人才。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以经济学、管理学为理论基础，以技术实践中的经济与
管理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涵盖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几大知识体系，是工商
管理一级学科中最活跃、最容易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二级学科之一。本
学科主要围绕技术经济评价与项目管理、技术创新管理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相
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形成了稳定而鲜明的研究特色与优势。现有教
授 7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 20 人。近五年来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25 项，科研
成果被各级政府采纳 30 余项。近年来在《新华文摘》、
《管理世界》、
《经济地理》、
《Operations Research》、《Mathematical Programming》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400 多篇，出版专著 9 部、教材 3 部，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5 项。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简称 MBA。MBA 在坚持通用办学模式的基础上，积
极探索个性化、专业化发展道路，突出体现财经特色，培养具有扎实财务金融知
识与能力的商业精英。重点打造财务管理、金融理财、证券期货、房地产投资、
创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税收筹划等方向。本专业主要依托企业管理、会计学、
金融学等省级重点学科，集中学校优秀师资力量，每门专业课均成立课程组，并
聘请实务界专家参与教学。同时还与西班牙 IE 商学院、美国德州大学、托莱多
大学、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等多家海外院校建立了友好关系，
聘请海外专家教授为学生授课。本专业培养过程注重实践导向，通过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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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教学、沙盘模拟、移动课堂、学科竞赛等多维度、多层次的培养环节，专注
培养“懂财经的管理者，善管理的财经人”。
120202 企业管理（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招生）
企业管理学科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工商企业管理，研究与现代经济、社
会、科技相适应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侧重对企业信息化、知识管理、决
策支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处于省内先进地位，在制造服务和
知识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现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9 人，博士 20
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
4 人。近三年来，承担各类科研课题 30 余项，其中国家级课题 7 项，省部级科
研课题 16 项；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Information Sciences》、
《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 、 《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 、
《 Knowledge-Based Systems 》 、 《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 Man and
Cybernetics: Part A》等国际 SCI/SSCI/EI 期刊学术论文 80 余篇，并呈逐年上升趋
势。
0270Z3 管理统计学
管理统计学学科以浙江省重点学科和浙江省重点专业统计学为依托，侧重
于统计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重点包括统计决策与优化方法、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商务智能与决策支持等。研究成果处于省内先进地位。
本学科拥有一支学历职称结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现
有教授 9 人，副教授 12 人，博士 22 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浙
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 3 人。近三年来，承担各类科研课题 30 余
项，其中国家级课题 11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17 项；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170 余
篇，其中《Discrete Applied Mathematics》、《Informat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 、 《 Knowledge-Based Systems 》 、 《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Part A》等国际 SCI/SSCI/EI 期刊学术论文 60 余
篇，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120401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方向，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招生）
行政管理学科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行政管理领域，对基于新一代互联网
的政务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展开研究，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
组，以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限制，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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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与服务。本学科建立了管理学、行政学、信息学等
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团队，形成了多学科视角、多研究方法交叉融合的研究特
色。经过多年的建设，本学科方向已经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
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4 人，博士 8 人，浙江省 151 人才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 2 人。近年来，本学科方向教师承担了国家级项目 4 项、
省部级项目 15 项、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5 项，发表学术论文 110 余篇，
其中 SCI/SSCI 收录期刊论文 40 余篇，EI 收录期刊论文 10 余篇。
020101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浙江省 B 类一流学科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转型经济理
论与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以及转型期法律的经济分析方面处于全国
领先水平，在转型经济学、法和经济学、公共政策以及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
已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现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9 人，博士 13 人。承担省部级
科研项目近 30 项。近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学
季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著作 20 余部，获多项省部级以上奖
励。
020103

经济史

经济史是浙江省 B 类一流学科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本学科结合时代特
性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外经济比较、区域经济发
展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现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 3 人。承
担科研项目 18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8 项。近年来在《中国社
会科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部，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6 项。
020104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浙江省 B 类一流学科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新制度经济
学、实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现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10
人，博士 10 人。承担科研项目 20 余项。近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
济学（季刊）》、《世界经济》、《新华文摘》、《经济学家》、《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著作 12 部，获省部级以
上奖励 5 项。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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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浙江省 B 类一流学科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本
学科在资源环境与政策、能源经济与碳金融市场、人力资本与区域发展等领域开
展专门研究。现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14 人，博士 20 人。近年来在《管理世界》、
《中国农村经济》、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多篇，出版专著 12 部。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是浙江省 A 类一流学科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国民经济理论
与政策、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投融资管理与资本市场等研究领域上形成了特色
优势。现有学科成员 6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4 人，其中浙江省高校中青年
学科带头人 1 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1 人，浙江省“之江
青年社科学者”1 人。近年来，学科团队承担了 5 项国家社科基金或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20 多项省部级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Computational 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在《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著作 6 部；多项研究
成果获厅局级以上奖励。学科成员多次参加高水平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
宣读论文或进行主题发言。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是浙江省 A 类一流学科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学科在城市
经济与都市圈、区域经济结构与政策、农村经济与城市化、区域金融发展等研
究领域形成了特色优势。现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7 人，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省“151 人才工程”4 人，梯队主力是博士和博士后出站人员。近年来主持
完成了多项国家社科规划、科技部和教育部等研究课题，承担了一批跨区域的
招标课题、省部级项目和横向课题。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经
济学家》、《学术月刊》、《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China Economic
Review》等高层次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获得多项
省部级以上奖励。
020205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是浙江省 A 类一流学科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学科在公用
事业管制理论与政策、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产业结构理论与转型升级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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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本学科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现有教授 9 人，
副教授 12 人，国家级人才 1 人、省部级人才 7 人，学科带头人是著名政府管制
经济学家——王俊豪教授。近年来，团队成员共承担了国家级项目 20 余项，省
部级项目 40 余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著作 30 余部；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
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科）二等奖（3 项）、其他省部级以
上奖励 10 余项。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是浙江省 A 类一流学科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近年来学科运
用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针对中国及浙江民营企业外贸发展和国际化经
营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现有教授 5 人，副教
授 8 人，年轻博士 10 人，取得了较突出的科研成果。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规划、
教育部等研究课题多项，在《管理世界》、《金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等
高层次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6 部，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多
项。
020209 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是浙江省 A 类一流学科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学科侧重于
应用计量经济以及数理经济模型方法来研究现实经济与金融问题，在非线性与
结构突变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数理经济学方面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现有
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学位 10 人。承担科研项目 47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5 项，省部级项目 19 项。近年来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金
融 研 究 》 、 《 数 量 经 济 技 术 经 济 研 究 》 、 《 Journal of Economics 》 、
《Computational Economics》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8
部，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3 项。本专业要求报考学生具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和计算
机应用能力。
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国际商务硕士简称 MIB，依托浙江省 A 类一流学科应用经济学、民营企业全
球发展战略与海外投资协同创新中心，拥有“国际商务实验室”和“仿真报关报
检综合实验室”两个综合性实验室，与省内多家大型贸易公司和政府机构建立了
密切合作关系，为高层次国际商务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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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位点旨在培养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过硬的国际
商务实践操作与管理能力，掌握国际经贸和投资知识，熟悉国际经贸法律和惯例，
较好掌握跨文化交流技能，能够胜任涉外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国际
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国际商务人才。现有专职教师
15 名，教授 4 名，副教授 6 名。近年来在国家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获国家级课题立项 9 项，获省部级科研和教学成果奖 10 项。
030101 法学理论
法学理论专业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博士 9 人，其
中博士后 5 人，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入选 3 人，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3 人。近年来，在《法学研究》、
《中外法学》、
《政法论坛》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0 部，教材 5 部，
主持科研项目 5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2 项，省部级重大项目、省部级
项目 20 余项，多项研究成果被采用，获省部级等各项科研成果奖励 20 余项。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现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8 人
拥有博士学位，其中 2 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3 人入选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
1 人入选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 人担任省、市专家咨询委员，1 人担任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专家。近年来，在《中国法学》、
《政法论坛》、
《管理世
界》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学术专著 13 部，
教材 4 部，承担科研项目约 6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多项课题成果被省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纳或受到省市领导批示，获省部
级等科研成果奖励 30 余项。
030105 民商法学
民商法学专业现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4 人，博士 10 人，浙江省“151 人才
工程”入选 3 人，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3 人。近年来，在《Nature Brotechnology》、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比较法研究》、《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教材 10 余
部，承担科研项目 5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软科学项目 4 项，省部级
项目 10 余项，获省部级等各项科研成果奖励 10 余项。
030107

经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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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专业现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在读博士 8 人；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人选 4 人。近年来，在
《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政法论坛》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出版专著 5 部，教材 12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8 项，横
向合作项目 10 项，获省部级等各项科研成果奖励 10 余项。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于 2006 年 1 月获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英语国家文学、英语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三个研究方向。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现有
教授 9 人，副教授 38 人，博士 15 人。教师教学能力与科研实力较强。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10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30 余项，科研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1 项，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近几年在《外国文
学评论》、
《外国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
《现代
外语》、《当代语言学》、《中国翻译》以及《Applied Linguistics》、《Journal of
Pragmatics》、
《System》、
《Language Sciences》、
《Meta》、
《Translation Review》等
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译著 10 余部，专著近 20 部。
0270Z1 经济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是以经济数据为对象的方法论科学，以经济学、统计学为理论基
础，通过对经济数据的采集、生成、传输、测度与推断，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数
据背后的经济现象以及复杂经济系统的规律，它不仅包括国民经济统计学、区域
经济统计学和产业经济统计学，还包括企业统计学、金融统计学、劳动统计学、
能源统计学、环境统计学、国际经济统计学等分支统计学科，是统计学一级学科
中最活跃、最容易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二级学科之一。
本学科以浙江省一流学科 A 类、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省重点专业统计学和
浙江省优势专业经济统计学为依托，以经济与统计学为建设平台，侧重于综合评
价技术、多元统计、时间序列、数据挖掘等现代统计方法的理论创新及其在社会
经济、金融及管理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本学科现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
人、部级优秀专家 1 人、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员 1 人、浙江省高校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重点资助对象 1 人。本学科已组建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结
构合理、各具研究专长和学术潜力的学术梯队，现有专任教师 14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 13 人。近三年来，本学科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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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3 项、国家统计局科研项目 5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在《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家》、《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等国内外权威杂志发表论文 30 多篇，
出版专著 2 部，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1 项。
0714Z2 应用概率统计
应用概率统计是以现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为主要研究工具，与数学、金
融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统计理论研究与统计应用研究兼收并蓄，研
究各种随机现象的本质与内在规律性，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中各
种类型数据的统计推断方法及应用。特别是顺应数据科学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
研究现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在电子商务大数据、金融大数据、生物信息大数
据、信息安全大数据、多媒体大数据等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与应用。是
统计学一级学科中最活跃、最容易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二级学科之一。
本学科以浙江省一流学科 A 类、浙江省重点学科和浙江省重点专业统计学为
依托，侧重于现代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及其在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生物
医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本学科已组建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结构合理、各
具研究专长和学术潜力的梯队，现有专任教师 14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 12 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二
层次人员 1 人、第三层次 1 人、浙江省教坛新秀 1 人。近年来，本学科团队先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统计局科研
项目 3 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 项。
在《Science China》、《Statistica Sinica》、《Biometrics》、《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surance: Mathematics & Economics》、
《数学学报》、
《数学年刊》、
《统
计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杂志发表论文 40 余篇。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言文字学为浙江省“十二五”规划重点学科，建有浙江财经大学语言文
字研究所、浙江语言资源研究中心、汉字国际传播与书法产业协同创新中心。该
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成果丰富，研究特色鲜明，在汉字域外传播研究、汉语
音韵与方言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汉字书法研究等学术领
域取得了较好成绩，其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目前，该学科有教授 6 人、副
教授 4 人，讲师 7 人，其中博士 16 人，博士后 3 人。近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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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0 余部，获省厅级奖励 12 项。完成或
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45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 项，教育部项目 8 项，人事
部项目 1 项，省社科基金项目 12 项，国际合作项目 1 项。中外比较、古今比较、
普通话与方言比较、方言与方言比较，构成我校汉语言文字学跨语言跨文化的研
究特色，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010105 伦理学
伦理学为校级重点学科，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西方伦理思想研究、经济伦
理、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本学科已形成一个由中青
年学者为主体、结构合理、各具特色和专长的学术群体与学科梯队，现有专职教
授 8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 11 人，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人员 3 人。近年来共出版
专著、译著 20 余部；在《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新华文摘》、《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80 余篇；
承担国家社科规划课题 6 项，司法部课题、教育部课题、省社科规划重大课题等
省部级课题 27 项；获省部级等各类奖励共 20 余项。
1202Z1

艺术品市场与管理

艺术品市场与管理是以工商管理学院为依托，结合工商管理学院和艺术学院
的专业师资，由艺术学院负责培养，在管理学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内设置的理
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交叉综合学科。本学科以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为理论
基础，以艺术品市场活动中策划、品鉴、推广、营销等专业实践和管理问题、艺
术品市场管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为研究对象，将经济学、管理学与艺
术学各学科门类相互融合。本学科有教授 11 人，副教授 10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教师 10 人。近五年来在《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美术研究》、《新美术》等
国内一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0 多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
0202Z1 管制经济学
管制经济学是浙江财经大学特色优势学科，政府管制理论和政策研究处于全
国领先水平，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团队。学科带头人王俊豪教授是中国管
制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先后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 “薛暮桥价格研
究奖”，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近几年来，研究团队承担国家级项目 30 余项，
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100 多篇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著作 20 余部，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0 余项。
16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中国金融研究院招生）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简称 MF。2010 年获金融专业硕士点，金融硕士的人才培
养体系主要依托浙江省一流 A 类学科金融学（浙江省重点学科和国家特色专业）
和中国金融研究院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资源组合，
整合国内外和校内外优秀师资力量和社会导师，展开多形式、多途径培养模式（教
学+研究+实践）。现有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8 人，具有国外学习背景的占 80%。
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有 8 人，浙江省高校中青
年学科带头人 1 人，另聘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经学院、耶鲁大学等知名学者为
兼职教授，聘请金融监管部门和多家大型上市公司董事长为社会导师，为每一位
研究生都配备了知名的社会导师。
中国金融研究院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积极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和浙江本土
金融创新。在浙江金融港湾建设的大背景下，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区域金融发展规
划，承担了多个国家级和省级金融改革试点研究评估工作，每年举办有数百家上
市公司高管参加的上市公司论坛，深入推进量化投资和大数据金融的研究和推
广，与浙商银行、财通证券等 10 多家金融机构、大型公司共建了 “实践教学研
究基地”。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研究方向

001 财政税务学院
（0571-86754691）
020203 财政学
01 (全日制)财政理论与政策
02 (全日制)税收理论与政策
03 (全日制)地方财政
04 (全日制)税收筹划

2017 年实际
招生数

考试科目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财政学

18

17

备注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中国税制
②公共支出分析

025300 税务（专业学位）
01(全日制)税收制度和政策管理
02(全日制)税务代理与税务筹划

002 公共管理学院（MPA 教育中心）
（0571-86735200）
120401 行政管理
01 (全日制)政府管制理论与政策
02 (全日制)政府绩效与廉政建设
03 (全日制)行政管理理论与政策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01 (全日制)教育经济
02 (全日制)教育财政

120404 社会保障
01 (全日制)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02 (全日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
基金管理
03 (全日制)劳动就业与工伤保险
04 (全日制)养老保障与医疗卫生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1 (全日制)土地整理与土地利用
02 (全日制)不动产经营与管理

1204Z1 城市管理
01 (全日制)现代城市经营与管理
02 (全日制)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治
理

101 政治理论
204 英语二
396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
力
433 税务专业基础
复试：中国税制

同等学力加试：
①财政学
②经济学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611 公共管理学
812 公共政策学
复试：政治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行政管理学
② 西 方行 政思 想
史

2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611 公共管理学
812 公共政策学
复试：财政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经济学
②财政学

7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611 公共管理学
812 公共政策学
复试：社会保障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西方经济学
②社会学概论

3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611 公共管理学
812 公共政策学
复试：土地资源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土地经济学
②项目管理

6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611 公共管理学
812 公共政策学
复试：城市管理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城市管理学
②城市经济学

19

11

18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0571-88922739）
00 (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
力
204 英语二
复试：时事政治

80

003 会计学院
（0571-87557030）
120201 会计学
01 (全日制)会计理论与方法
02 (全日制)审计理论与方法
03 (全日制)公司财务

025600 资产评估（专业学位）
01 (全日制)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
02 (全日制)企业价值评估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01 (全日制)高级会计实务
02 (全日制)高级审计实务
03 (全日制)高级公司财务
04 (全日制)高级管理会计
05 (非全日制)会计
004 金融学院
（0571-86735861）
020204 金融学
01 (全日制)资本市场
02 (全日制)商业银行管理
03 (全日制)金融工程
04 (全日制)国际金融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22 管理学
复试：会计学综合

20

7

64（全日制 23
人，非全日制
41 人）

26

19

无同等学力加试

同等学力加试：
①财务管理
②审计学

101 政治理论
204 英语二
396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
力
436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复试：资产评估

同等学力加试：
①财务管理
②会计学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
力
204 英语二
复试：会计学综合及政
治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财务管理
②审计学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金融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金融市场学
②公司金融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01 (全日制)证券投资管理方向
02 (全日制)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03 (全日制)商业银行管理方向

025500 保险（专业学位）
01 (全日制)保险理论与实务
02 (全日制)保险精算

005 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
（0571-86732653）
120202 企业管理
01 (全日制)人力资源管理
02 (全日制)战略与创新管理
03 (全日制)市场营销管理
04 (全日制)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01(全日制)技术经济评价与项目
管理
02(全日制)技术创新管理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0571-88922888）
00 (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0571-87557123）
120202 企业管理
01 (全日制)企业信息化与知识管
理
02 (全日制)现代服务与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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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政治理论
204 英语二
303 数学三
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公司金融

同等学力加试：
①国际金融
②金融市场

5

101 政治理论
204 英语二
303 数学三
435 保险专业基础
复试：保险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财产保险
②人身保险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22 管理学
复试：企业管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微观经济学
②市场营销学

2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22 管理学
复试：技术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微观经济学
②项目评估

无同等学力加试

80

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
力
204 英语二
复试：政治理论

4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22 管理学
复试：管理信息系统

同等学力加试：
①微观经济学
②管理运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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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270Z3 管理统计学
01 (全日制)统计决策与优化方法
02 (全日制)数据挖掘与信息管理
03 (全日制)商务智能与决策支持

5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91 统计学（自命题）
复试：管理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①概率论
②运筹学

3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611 公共管理学
812 公共政策学
复试：电子政务

同等学力加试：
①行政管理学
② 西 方行 政思 想
史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政治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经济思想史
② 资 本论 （第 一
卷）

2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中国近代经济史

同等学力加试：
①发展经济学
②经济思想史

9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经济学说史

同等学力加试：
①经济思想史
②新制度经济学

120401 行政管理
01 (全日制)电子政务

007 经济学院
（0571-87557441）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1 (全日制)转型经济理论与政策
研究
02 (全日制)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

020103 经济史
01 (全日制)中国转型经济研究
02 (全日制)中外经济比较研究
03 (全日制)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1 (全日制)微观经济与组织理论
02 (全日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03 (全日制)新制度经济学
04 (全日制)实验经济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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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1 (全日制)资源环境经济学与政
策
02 (全日制)能源经济与碳金融市
场
03 (全日制)人力资本与区域发展

020201 国民经济学
01 (全日制)国民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全日制)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03 (全日制)投融资管理与资本市
场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1 (全日制)城市经济与都市圈
02 (全日制)区域经济结构与政策
03 (全日制)农村经济与城市化
04 (全日制)区域金融发展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1 (全日制)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02 (全日制)公用事业管制理论与
政策
03 (全日制)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1 (全日制)国际贸易理论
02 (全日制)跨境电子商务
03 (全日制)民营企业海外投资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 (全日制)数理经济学理论与应
用研究
02 (全日制)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

3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环境与自然资源
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区域经济学
②发展经济学

2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国民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产业经济学
②区域经济学

8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区域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经济地理学
②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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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产业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区域经济学
②管制经济学

6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国际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国际贸易
②国际贸易实务

6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概率论

同等学力加试：
①数理统计
②经济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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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01(全日制)全球贸易与产业竞争
力
02(全日制)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
03(全日制)企业跨国投资与融资

008 法学院
（0571-86754658）
030101 法学理论
01 (全日制)法理学
02 (全日制)法社会学

9

101 政治理论
204 英语二
303 数学三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复试：国际商务

5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同等学力加试：
671 法学综合一（法理 ①经济法
学、宪法、民事诉讼法） ②民法
871 法学综合二（经济
法、民法）
复试：法理学
社会学（选考）

3

101 政治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①经济法
671 法学综合一（法理 ②民法
学、宪法、民事诉讼法）
871 法学综合二（经济
法、民法）
复试：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4

101 政治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①法理学
671 法学综合一（法理 ②经济法
学、宪法、民事诉讼法）
871 法学综合二（经济
法、民法）
复试：商法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 (全日制)宪法学
02 (全日制)行政法学

030105 民商法学
01 (全日制)民法学
02 (全日制)商法学
03 (全日制)知识产权

23

同等学力加试：
①国际贸易
②管理学

030107 经济法学
01 (全日制)市场规制法
02 (全日制)宏观调控法
03 (全日制)涉外经济法

009 外国语学院
（0571-87557425）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 (全日制)英语国家文学
02 (全日制)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03 (全日制)翻译理论与实践
010 数据科学学院
（0571-87557159）
0270Z1 经济统计学
01 (全日制)经济统计方法与应用
02 (全日制)国民经济核算
03 (全日制)金融统计

0714Z2 应用概率统计
01 (全日制)应用概率
02 (全日制)数理统计
03 (全日制)经济计量

101 政治理论
同等学力加试：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①法理学
671 法学综合一（法理 ②民法
学、宪法、民事诉讼法）
871 法学综合二（经济
法、民法）
复试：经济法总论

8

101 政治理论
251 二外日语或 252 二
外法语
681 综合英语
881 专业综合
复试：专业综合

14

同等学力加试：
①基础英语
②翻译实践

9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91 统计学（自命题）
复试：国民经济统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国民经济核算
②计量经济学

9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601 高等数学
892 概率论
复试：综合考试（线性
代数、数理统计）

同等学力加试：
①空间解析几何
②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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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人文与传播学院（通识教育中
心）
（0571-87557435）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 (全日制)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02 (全日制)汉语方言研究
03 (全日制)近代汉语研究
04 (全日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含
书法）

0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0571-87557315）
010105 伦理学
01 (全日制)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02 (全日制)西方伦理思想研究
03 (全日制)经济伦理
04 (全日制)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013 艺术学院
（0571-87557482）
1202Z1 艺术品市场与管理
01 (全日制)书画市场与管理
02 (全日制)影像市场与管理
03 (全日制)展陈市场与管理

014 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
（0571-86732579）
0202Z1 管制经济学
01 (全日制)经济性管制理论与政
策
02 (全日制)城市公用事业管制理
论与政策
03 (全日制)社会性管制理论与政
策

12

9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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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或 203 日语
703 语言学概论和现代
汉语
903 古代汉语
复试：专业写作

同等学力加试：
①中国古代文学
②中国现代文学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7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
901 伦理学原理
复试（任选一门）
：西方
哲学史（古、近代部分）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理（资本主义部分）

同等学力加试：
① 马 克思 主义 基
本原理概论
② 思 想道 德修 养
与法律基础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22 管理学
复试：艺术理论与实践

同等学力加试：
①微观经济学
②市场营销学

101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11 经济学
复试：管制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①产业经济学
②产业组织理论

015 中国金融研究院
（0571-86735252）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01 (全日制)证券投资管理方向
02 (全日制)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03 (全日制)商业银行管理方向

101 政治理论
204 英语二
303 数学三
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公司金融

13

同等学力加试：
①国际金融
②金融市场

★ 2018 年实际招生数以国家招生计划下达人数为准。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业务课参考书目
020203 财政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或其他最新版本。
2．复试参考书目
《财政学》（第二版），钟晓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中国税制》，吴利群，杨春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科目 2：《公共支出分析》，金戈、赵海利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25300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税收学》(第三版），胡怡建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
《中国税制》，吴利群，杨春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税务管理》，董根泰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中国税制》（第二版），浙江大学出版社，吴利群，杨春玲主编，2009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财政学》（第二版），钟晓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科目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高鸿业主编（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或其他最新版本。
120401 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院招生）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地方公共政策学》，郭剑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政治学概论》，孙关宏、胡雨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张国庆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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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西方行政思想史》，丁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地方公共政策学》，郭剑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①《财政学》（第七版），陈共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财政学》（第二版），钟晓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20404 社会保障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地方公共政策学》，郭剑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社会保障概论》（第五版），孙光德、董克用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科目 2：《社会学概论新修》
（精编版）
，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地方公共政策学》，郭剑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土地资源学》，陈百明，周小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第 2 版。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土地经济学(第七版)，毕宝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科目 2：项目管理学（第二版），戚安邦，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
1204Z1 城市管理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地方公共政策学》，郭剑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城市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宋迎昌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4 月。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城市管理学》，冯云廷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科目 2：《城市经济学》，吴启焰、朱喜刚、陈涛编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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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试参考书目
《半月谈》期刊，新华通讯社发布的 2017 年——2018 年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事件。
120201 会计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管理学》（第 11 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版。
2．复试参考书目
会计学综合（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专业英语题目各占一定比例）
《中级财务会计》，赵敏主编，郭德贵副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 9 月。
《财务管理》，杨忠智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审计》，邓川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三版。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财务管理》，杨忠智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科目 2：《审计》，邓川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三版。
025600 资产评估（专业学位）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资产评估学》（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郭化林主编，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
《财务管理》，杨忠智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资产评估学》（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郭化林主编，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财务成本管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年。或者：《财务管
理》，杨忠智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科目 2：《中级财务会计（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及规划教材）》，刘永泽等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0 年。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1．复试参考书目
会计学综合（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专业英语题目各占一定比例）
《中级财务会计》，赵敏主编，郭德贵副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 9 月。
《财务管理》，杨忠智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审计》，邓川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三版。
2．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财务管理》，杨忠智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科目 2：《审计》，邓川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三版。
020204 金融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金融学原理（第五版）》，彭兴韵著，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金融市场学(第 4 版)》 张亦春、郑振龙、林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科目 2：《公司金融学》（第三版），杨丽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金融学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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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金融学》（第三版）[货币银行学（第五版）]，黄达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公司金融学》（第三版），杨丽荣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公司金融学》（第二版），朴哲范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国际金融新编（第五版）》，姜波克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科目 2：《金融市场学》，韩国文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025500 保险（专业学位）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金融学》（第三版）[货币银行学（第五版）]，黄达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保险学》，张代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修订版。
2．复试参考书目
《保险学》，张代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修订版。
《保险学》习题与案例精编，张代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财产保险》（第四版），施建祥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科目 2：《人身保险》，李艳荣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120202 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学院招生）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管理学》（第 11 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版。
2．复试参考书目
《企业管理概论》（第 4 版），尤建新、雷星晖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或其他最新版本。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或其他
最新版本。
科目 2：《市场营销学》（第 4 版），吴健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或其他最新版本。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管理学》（第 11 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版。
2．复试参考书目
《技术经济学概论》（第三版），吴添祖、虞晓芬、龚建立著，高校教育出版社，2010 年 3 月。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科目 2：《项目评估》，张少杰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
120202 企业管理（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招生）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管理学》（第 11 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版。
2．复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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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第四版），黄梯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科目 2：《运筹学基础与应用》（第五版），胡运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0270Z3 管理统计学
1．业务课参考书目
《统计学》，李金昌、苏为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运筹学教程》（第三版）胡运权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考第一、二、三、六、七、八章）
《管理信息系统》（第四版）， 黄梯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考第一、二、三、五、六、
七、十一章）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概率论》，林正炎、苏中根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科目 2：《运筹学教程》（第三版）胡运权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20401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方向、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招生）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地方公共政策学》，郭剑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电子政务(第 2 版)》，赵国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5 月。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张国庆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科目 2：《西方行政思想史》，丁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
020101 政治经济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政治经济学教程》
（第八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或其它同类教材）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经济思想史》（第七版），斯坦利·布鲁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或其它同类教材）
科目 2：
①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② 《资本论选读》
，杨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020103 经济史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经济史》
（教材，作者、版本不限）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发展经济学》
（教材，作者、版本不限）
科目 2：《经济思想史》（第七版），斯坦利·布鲁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或其它同类教材）
020104 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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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经济学说史教程》
（第二版），陈孟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或其它同类教材）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第一版），张世晴、耿作石，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或
其它同类教材）
科目 2：
① 《新制度经济学》，卢现祥、朱巧玲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② 《新制度经济学导论》
，谭庆刚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第 8 版）》，汤姆·蒂坦伯格，琳恩·刘易斯著；王晓霞等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1 年或其他最新版本。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区域经济学》
（第四版）
，高洪深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科目 2：《发展经济学》
（教材，作者、版本不限）
。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国民经济学》
（第二版）
，林木西、黄泰岩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产业经济学》(第三版)，王俊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科目 2：《区域经济学》
（第四版）
，高洪深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现代区域经济学》
（修订版），魏后凯编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经济地理学》
（第二版）
，李小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科目 2： 《产业经济学》(第三版)，王俊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产业经济学》(第三版)，王俊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区域经济学》
（第四版）
，高洪深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科目 2：《管制经济学原理》
（第三版）
，王俊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020206 国际贸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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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国际经济学》（原书第十三版），罗伯特·J·凯伯，侯锦慎、刘兴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国际贸易》，芬斯特拉，张友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科目 2：《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六版），吴百福、徐小薇，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020209 数量经济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概率论基础》（第三版），李贤平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或其它同类教材）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书中 4－5 章数理统计主干部分），陈希孺著，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或其它同类教材）
科目 2：《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蒋自强、史晋川、张旭昆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或其它
同类教材）
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全球商务(第 3 版)，彭维刚著，易靖韬 (译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年 2 月。
2．复试参考书目
《国际投资学》
， 卢进勇 ， 杜奇华 ， 杨立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 月。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国际贸易》，芬斯特拉，张友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科目 2：《管理学》（第 11 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李原、孙健敏、黄小
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或更新版本。
030101 法学理论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①《法理学》
（第四版）
，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宪法》
（第四版）
，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③《民事诉讼法学》
（第四版），田平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①《经济法学》
（第三版）
，漆多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②《民法》
（第五版）
，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①《法理学》
，同上。
②《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四版）
，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选考）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
《经济法学》
，同上。
科目 2：
《民法》
，同上。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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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理学》
（第四版）
，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宪法》
（第四版）
，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③《民事诉讼法学》
（第四版），田平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①《经济法学》
（第三版）
，漆多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②《民法》
（第五版）
，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①《宪法》
，同上。
②《行政法学》
（第四版）
，罗豪才、湛中乐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③《行政诉讼法学》
（第六版），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
《经济法学》
，同上。
科目 2：
《民法》
，同上。
030105 民商法学
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①《法理学》
（第四版）
，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宪法》
（第四版）
，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③《民事诉讼法学》
（第四版），田平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①《经济法学》
（第三版）
，漆多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②《民法》
（第五版）
，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商法》
（第四版）
，范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
《法理学》
，同上。
科目 2：
《经济法学》
，同上。
030107 经济法学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①《法理学》
（第四版）
，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宪法》
（第四版）
，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③《民事诉讼法学》
（第四版），田平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①《经济法学》
（第三版）
，漆多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②《民法》
（第五版）
，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经济法学》
（第一编总论）
，同上。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
《民法》
，同上。
科目 2：
《法理学》
，同上。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1．二外参考书目（选考其中一门）
1）二外日语：①《大家的日语 1》（第 2 版），株式会社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编著，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②《大家的日语 2》（第 2 版），株式会社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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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外法语：《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薛建成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 1 版。
2．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高级英语（修订本）第一、二册》，张汉熙主编、王立礼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①《英国文学选读（第 4 版） 》，王守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美国文学选读（第 3 版）》，陶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第 2 版）》，戴炜栋、何兆熊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④《英汉翻译教程（修订本）》，张培基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复试参考书目
同业务课二。
5．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同业务课一。
科目 2：《英汉翻译教程（修订本）》，张培基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0270Z1 经济统计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统计学》（第 4 版），李金昌、苏为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原理》（第二版），杨灿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国民经济核算概论》，肖红叶、周国富，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4 年。
科目 2：《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 4 版），（美）杰弗里·M·伍德里奇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9 年。
0714Z2 应用概率统计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七版，2014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概率论》，林正炎、苏中根，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二版）的概率论部分，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线性代数》，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03 年。
《数理统计》（第二版），韦来生，科学出版社，2015 年。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空间解析几何》，黄宣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科目 2：《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 4 版），（美）杰弗里·M·伍德里奇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9 年。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①《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②《现代汉语》（增订本），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9 年。
3．复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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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代汉语》（增订本），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②《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9 年。
③《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科目 2：《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010105 伦理学
1．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或其它同类教材）
2．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伦理学原理：
《伦理学》，《伦理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或其它同类教材）
3．复试参考书目（选考其中一门）
①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或其它同类教
材）
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三版）
，戴达远、戴攸峥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 年版。
（或其它同类教材）
4．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科目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1202Z1 艺术品市场与管理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管理学》（第 11 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版。
2．复试参考书目
《美术概论》（第二版），邹跃进、诸迪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5 月。
各方向专业实践。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科目 2：《市场营销学》（第 4 版），吴建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6 月或其他最新版本。
0202Z1 管制经济学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
（宏观部分）
》
（第六版）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管制经济学原理》
（第二版），王俊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产业经济学》
（第三版），王俊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科目 2：《现代产业组织》，丹尼斯·卡尔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中国金融研究院招生）
1．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金融学》（第三版）[货币银行学（第五版）]，黄达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公司金融学》（第三版），杨丽荣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
2．复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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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学》（第二版），朴哲范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
3．加试参考书目
科目 1：《国际金融新编（第五版）》，姜波克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科目 2：《金融市场学》，韩国文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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