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学》 马海涛、温来成、姜爱华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一版

《中国税制》 马海涛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六版

《政府预算理论与实务》 李燕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第二版

《税收学》 黄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中国税制》 杨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

《国际税收》 杨志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财政学》 陈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

《税法》 汤贡亮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二版

《中国税制》 杨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

《国际税收》 杨志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税收筹划》 计金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二版

《资产评估原理》 刘玉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第一版

《财务管理学》 刘玉平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四版

《金融学》 李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二版

《金融市场学》 张亦春、郑振龙、林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第四版

《金融工程》 郑振龙、陈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三版

《商业银行经营学》 戴国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第四版

《国际金融》 张礼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公司财务》 刘力、唐国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二版

《金融学》 李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二版

《随机过程及其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 王军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年

《金融经济学》 王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应用计量经济学》 （美）施图德蒙德著，杜江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

《金融市场学》 张亦春、郑振龙、林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第四版

《商业银行经营学》 戴国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第四版

《国际金融》 张礼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金融工程》 郑振龙、陈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三版

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研究生复试笔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财政学

税收理论与政策

税收管理与税收实务

资产评估

作者 出版社 版本

金融学一

金融工程综合

金融学二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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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作者 出版社 版本参考书目

《中级财务会计》 王君彩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年第六版

《成本管理会计》 孟焰、刘俊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第二版

《审计学》 丁瑞玲、吴溪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年第五版

《财务管理学》 荆新、王化成、刘俊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七版

《国际企业管理》 孙国辉、柴庆春、王生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年

《国际经济学》 王巾英、崔新健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

《跨国公司管理》 崔新健、王生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世界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近一年

《国际经济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
近一年

《市场营销学-理论与实务》 苗月新、王生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三版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要径和工具》 肖海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二版

《技术经济学》 林晓言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

社
2014年

《技术经济学概论》 吴添祖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第三版

《人力资源管理》 张爱卿、钱振波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三版

《组织行为学》 于广涛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近一年

《物流学》 周利国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

《国际物流管理》 柴庆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中国流通经济》 北京物资学院 近一年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五版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范里安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5年第九版

《宏观经济学》 曼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九版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伍德里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五版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 萨师煊、王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5版

会计学

跨国公司管理

企业管理综合知识

技术经济学

人力资源管理综合

物流管理综合

经济类专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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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作者 出版社 版本参考书目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
RogerS.Pressman著，郑人杰、

马素霞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第八版

《软件工程概论》 郑人杰、马素霞、殷人昆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第2版

《电子商务:管理与社交网络视角》 埃弗雷姆.特班等著,时启亮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原书第

7版

《电子商务:商务、技术、社会》
肯尼思.劳东,卡罗尔.圭尔乔.特拉

弗著劳帼龄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7版

《中国宪法》 胡锦光、韩大元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第三版

《国际经济法》 余劲松、吴志攀 北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四版

《商法》 范健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

材）

2011年第四版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

材）

2011年第四版

《民法学》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第四版

《民事诉讼法》 张卫平著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第四版

《民法学》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第四版

《商法》 范健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

材）

2011年第四版

《民事诉讼法》 张卫平著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第四版

逻辑学专业综合课 《逻辑基础》（修订版） 王路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传媒经济学》 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陈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传媒经营管理新论》 谭云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二版

《现代广告通论》 丁俊杰，唐瑾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三版

文艺评论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邱运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二版

古代书法文献 《历代书法论文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2年

软件工程

电子商务

法学综合知识三

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综合

课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综合课

传媒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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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作者 出版社 版本参考书目

隋唐与明清文学专题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明

代卷、清代卷）》
傅璇宗、蒋寅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一版

《投资学》
滋维.博迪等，译者：汪昌云张永

冀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原书第

九版

《公司理财》
斯蒂芬.A.罗斯等，译者：吴世农

沈艺峰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原书第

九版

《运筹学》 《运筹学》教材编写组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四版

《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 何晓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三版

《城市经济学》 阿瑟.奥莎利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八版

《公司理财》
斯蒂芬.A.罗斯等，译者：吴世农

沈艺峰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原书第

九版

《房地产经营管理》 乔志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技术经济学概论》 吴添祖虞晓芬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第三版

《投资项目评估》 张启振、张阿芬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年

《项目管理:成功的项目管理》

詹姆斯.克莱门斯

(JamesP.Clements)、杰克.吉多

(JackGi)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年第五版

《金融学》 黄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三版

《保险学》 魏华林、林宝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三版

《风险管理》 刘新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伍德里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五版

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第四版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伍德里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五版

《财产保险》 许飞琼、郑功成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5年

《人寿保险理论与实务》 陶存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保险学》 魏华林、林宝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三版

《风险管理》 刘新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社会保障理论》 李珍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3年第三版

投资学专业课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课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专业课

工程与项目管理专业课

保险理论

风险管理与保险

社会保障综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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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作者 出版社 版本参考书目

《劳动经济学》 杨河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四版

《社会保障评论》期刊 中国民政杂志社 近一年

《社会保障制度》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近一年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近一年

公共管理导论 欧文.E.休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四版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 近一年

《应用社会学》 李强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二版

《经济社会学》 刘世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一版

《人口社会学》 佟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四版

《人口学概论》 约翰.R.魏克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第十一

版
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彭聃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四版

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
斯蒂芬.P.罗伯斯、蒂莫西.A.贾奇

主编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十六

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体育经济学 《体育经济学》 [美]迈克尔.利兹、彼得.冯.阿尔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教程》 孙久文、叶裕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二版

《国防经济学》（前三篇） 陈波（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年

《国防经济思想史》 陈波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年

《AdvancedMacroeconomics》 DavidRomer McGraw-HillEducation
2011年

4thedition

《

IntermediateMicroeconomics:AModer

nApproach》

HalR.Varian W.W.Norton&Company
2009年

8thedition

《

IntroductoryEconometrics:AModernAp

proach》

JeffreyM.Wooldridge South-WesternCollegePub
2012年

5thedition

《金融经济学原理（英文版）》 StephenF.LeRoy、JanWerner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社会保障综合知识

公共管理学

社会学专业综合考试

人口学专业综合考试

国防经济学

专业课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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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作者 出版社 版本参考书目

《货币金融学》 米什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

《金融学》 兹维.博迪罗伯特.莫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国际金融学》 姜波克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区域经济学综合 《城市经济学》 阿瑟.奥沙利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财政学综合 《财政学》 哈维.S.罗森 人大出版社 2015年

《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
罗纳德.G.伊兰伯格罗伯特.S.史密

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八版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双月刊）》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人大书报中心

《劳动经济学》 乔治.J.博尔哈斯 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2010年第五版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译

本）

保罗.克鲁格保罗•R•克鲁格曼 、

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马克•J•梅

里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十版

《国际贸易》 薛荣久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年第六版

《国际金融新编》 姜波克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五版

《国际贸易实务》 黎孝先、王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六版

《国际贸易问题》杂志 《国际贸易问题》杂志社 近两年

《国际贸易》杂志 《国际贸易》杂志社 近两年

《当代全球商务》 查尔斯W.L.希尔顿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第九版

《国际贸易实务》 黎孝先、王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六版

《国际结算学》 贺培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年

《西方文论史》 马新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 王向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统计学》 刘扬、毛炳寰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 吴喜之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年第四版

《计量经济学》 潘省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五版

统计软件与数据分析 《统计学》 刘扬、毛炳寰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统计学》 刘扬、毛炳寰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 吴喜之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年第四版

金融学综合

劳动经济学综合

国际贸易综合一

国际贸易综合二

比较文学

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

统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