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一、报考须知

（一）招考方式

我校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采用“申请-审核”制和普通招考两种方式进行

择优选拔。

“申请—审核”制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条件，本人申请、导师及学校审定。

达到条件者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初试，直接进入复试。

普通招考是指学校面向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进行考试选拔的招生方式，一般

包括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二）招生计划

我校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预计为 25 人。其中应用经济学 11 人，工

商管理 9人，统计学 5人。学校根据 2018 年国家实际下达招生计划和考试情况

后期作适当调整,各学科专业具体招生计划见招生专业目录。

（三）学制及学费

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学费为 10000 元/每学年。

（四）奖助政策

我校对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提供国家助学金和奖学金（含国家奖学金、云南省

政府奖学金、学校学业奖学金），具体评奖范围参照国家及云南财经大学奖助学

金相关管理文件执行，具体奖学金标准如下：

（一）国家助学金（13000 元/年）；

（二）校级新生二等学业奖学金（10000 元/人）；

（三）国家奖学金（30000 元/年）、云南省政府奖学金（20000 元/年）、

云南省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等。

（五）报考条件

报考我校博士研究生需满足下列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

守法；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或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



（1）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2）持境外硕士学位证书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报告；

（3）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须同时满足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

3.身体健康，符合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

5.有两名与报考学科专业有关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推荐；

6.录取后须保证全脱产学习，高校教师或科研院所来源考生可适当放宽；

7.“申请-审核”制考生须满足以上条件，还须符合下列要求；

(1)硕士学位专业应与申请的攻读博士学位专业相同或相近学科；

(2)近三年内以第一作者（或者硕士生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 CSSCI 或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论文应属报考学科或与报考学科相近）至少

2篇，报考统计学的考生，2篇学术论文中须有 1篇 SCI 期刊论文。

(六)报名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及缴费、提交材料两个阶段。

1.网上报名及缴费

网上报名时间：2018 年 1 月 10 日～3月 29 日（3月 29 日 23:00 截止）

报名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bsbm/）

报名费：采用网上缴费方式，报名费标准：135 元/人

注：报名期间，网上支付报名费功能同时开通，考生网上信息填写完成后，

点击“交费信息”按钮进行网上缴纳报名费，考生在此期间支付报名费,报名才

有效。

2. 提交材料

报考人员必须按规定提交报名材料，否则考生报名信息无效。提交材料可采

用函报或现场提交方式。

(1)函报提交

时间：2018 年 3 月 25 日前（以邮戳为准）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龙泉路 237 号云南财经大学致远楼 206 室

邮编：650021

电话：0871-65128174

接收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注：须在信封上注明“博士研究生报考材料”字样。

(2)现场提交

时间：2018 年 3 月 29 日、30 日 (周四、周五)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龙泉路 237 号云南财经大学致远楼 206 室。

(3)网上报名成功后下载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按要

求签字，填写学习或工作单位意见并盖章，无单位者可不填写）。报名材料内容

及装订样式见《云南财经大学 2018 年云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报考材料汇编》

（样式）（在 http:/yz.chsi.com.cn/bsbm/报名系统中的“招生单位附件”中

下载）。

（七）考试

1.初试

（1）考试时间：2018 年 4 月 19 日、20 日；

（2）考试方式：笔试。每门科目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为 100 分；

（3）考试科目：英语和两门专业课，具体见招生专业目录；

（4）考试地点：云南财经大学，具体见准考证。

2.复试

（1）时间：2018 年 4 月 21 日-23 日 ，具体时间安排各培单位另行通知；

（2）考试方式：面试；

（3）考试内容：专业知识、研究业绩、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初步研究计划；

（4）复试费：150 元/人；

（5）所有准考考生均应参加复试。

（八）体检

时间：2018 年 4 月 21 日

地点：校医院

体检费：130 元/人

体检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

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的要求进行。

（九）录取

1．总成绩计算

http://202.203.192.18/pub/yjsb/gg/../docs/20170125100219542669.doc
http://202.203.192.18/pub/yjsb/gg/../docs/20170125100219542669.doc


①普通招考考生

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转化为百分制分数×60%）+（复试成绩总分转化为

百分制分数×40%）；

②“申请—审核”考生

总成绩=复试成绩总分转化为百分制分数×100%。

2．初试分数线

学校根据考试情况，由博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划定初试成绩分数线。

3.录取办法

（1）普通招考

①每位等额招生导师（在招生专业目录中招生计划人数等于专职导师人数的

专职导师）从报考本人的上线考生中推荐 1名拟录取考生，学校审核录取；

②每位差额招生导师（在招生专业目录中招生计划人数小于专职导师人数的

专职导师）从报考本人的上线考生中推荐 1名拟录取考生，由学校根据已公布的

专业方向招生计划人数，按总成绩择优录取。

（2）“申请-审核”制

导师从报考本人的复试合格考生中推荐 1名拟录取考生，学校审核录取。

（3）以下情况不予录取

①体检不合格；

②思想品德、政治素质考察不合格；

③普通招考初试成绩未达到学校规定的分数线；

④复试成绩总分（转化为百分制分数）低于 60 分。

4.调剂原则

（1）原则上不接受校外考生调剂；

（2）若出现招生专业（方向）或导师的招生计划未完成，可在该专业（方

向）一级学科已上线但未录取的考生中调剂录取。

5.录取结果将于 2018 年 6 月在研究生部网站公布。

(十)信息公开公示

在招生考试阶段，我校将在研究生部网站上，及时公布和公示招生人数，复

试成绩，拟录取名单相关信息。

1.投诉举报



电话：0871-65114879

邮箱：yncjdxjw_jsc@sina.com

2.成绩复核

考生对成绩（初试和复试） 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的 5个工作日内向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3.拟录取名单公示

学校在研究生部网站公示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考生对

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在结果公布的 5个工作日内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出书面申

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将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结果。

（十一）报到

新生应按时报到，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

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书面请假，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新生报到后，我校对其进行政治、业务、健康等全面复查，发现有不符合标

准者按我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应届硕士研究生须在报到前取得硕士学位证书，

否则将取消入学资格。

（十二）报考咨询

联系部门：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龙泉路 237 号致远楼 206 室

邮编：650221

电话：0871-65128174

（十三）其他

1.在博士入学考试中弄虚作假、违纪舞弊等行为，一经发现查实取消考试资

格，已被录取者将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下一年度不允许报考；

2.考生如报考其他高校并被我校及其他高校同时录取，须在拟录取名单公示

之前作出取舍并告知我校，否则将取消录取资格；

3.博士留学生采取“申请-审核”制入学，具体申请办法请咨询我校国际交

流合作处；

4.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

不予参加考试，所提交材料和报名费不予退还；



5.未能按时提交材料、交纳报名费或个人信息不全者，视为报名无效，所提

交材料和报名费不予退还。

二、招生专业目录

表 1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培养单位 代码及专业
拟招生

人数
导师 招考方式 考试科目

327 经济学

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 万广华

普通招考

1001 英语

2001 西方经济学 （一）

3001 计量经济学

1 陈昆亭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 钟昌标

020203 财政学 1 伏润民

020204 金融学

1 龚刚

1 熊德平 申请-审核

1 魏宇

普通招考

020201 国民经济学

4

王荣党

徐天祥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刘富华

李学术

020203 财政学
王敏

缪小林

020204 金融学
龙超

王智勇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兰天

303 商学院

120203 旅游管理 1 明庆忠 申请-审核

1001 英语

2004 西方经济学（二）

3004 管理学原理

120201 会计学

8

陈红

普通招考

纳鹏杰

朱锦余

戴文涛

120202 企业管理

陈昆玉

冉文学

纳超洪

窦志武

江新会

120203 旅游管理 陈刚



培养单位 代码及专业
拟招生

人数
导师 招考方式 考试科目

120204 技术经济与管理
刘尔思

姜茸

307 统计与

数学学院

027000 统计学

1 石磊 申请-审核 1001 英语

2002 经济学基础

3002 统计学
1

李兴绪
普通招考

赵果庆

071400 统计学

（授理学学位）

1 石磊 申请-审核

1001 英语

20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003 线性与广义线性模
2

费宇

普通招考
白鹏

陈飞

赵建华

三、专业介绍

（一）应用经济学

本一级学科涵盖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以及国际贸易学

的主要领域，结合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数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或方法，

吸取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秉持“紧贴学科研究前沿、围绕研究

解决经济社会重点问题”的发展思路，凝练了 4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学科研究

方向，总体学科水平在国内较高、部分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一些理论研

究成果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和引用，多项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所采纳服务经济社

会建设。

1、国民经济学(020201)

本专业方向主要研究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采用经济理论分析、数量研

究实证和调查研究等方法，围绕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了三个具有

鲜明特色的研究内容：

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方向的研究特色在于国民收入差异分解的创新以及

我国收入差距的测度、内涵和成因的系统研究。其特点是通过理论与方法上的创

新，对国民收入中贫困分解及其原因的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思路；提出半参数形



式的贫困分解法的构建，系统解决了残差项问题；将 Box-Cox 和 Box、Tidwel

收入决定函数结合研究了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第二、“经济增长与就业”方向的研究特色包括：在经济增长领域围绕城镇

化和权力、制度和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在就业研究领域，注重农村、西部少数

民族劳动力的转移及其影响问题。

第三、“反贫困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研究特色包括：一是充分吸收和借

鉴当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对微观经济主体——贫困农户的行为特征、影响

因素与内在机理进行全面考察；二是高度关注贫困农户的创新行为。

2.区域经济学(020202)

以区域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融区域地理学、开放经济学、资源

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山地资源开发与保护和主体功能区角度，研

究西南山地开发与区域经济。已形成三个特色研究内容：

第一、在“西南山地区域开放与发展”研究领域，针对云南与多个国家比邻

的区域特征，研究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来促进区域发展

和边疆和谐稳定。

第二、在“西南山地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领域，针对生态脆弱的高原山地

如何有效、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建

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以及土地资源数据库。

第三、在“西南山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研究领域，就限制开发类主体功

能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开展了系统研究。对限制开发类

主体功能区的环境经济协调、资源税设计与环境重构以及山地经济发展过程中保

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做了具有一定开拓性的研究。

3.财政学(020203)

本专业方向主要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与地方财政管理，以财政学理论为基

础，结合数量经济学、金融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或方法，围绕财政实践重

点问题，形成了四个特色鲜明的研究内容：

第一、“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转移支付制度”方向的研究特色是以财政分权理

论为基础，采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在多级次政府间事权模糊的背景下，如何构

建较为科学、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第二、“公共经济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向的研究特色是以公共产品

供给理论为基础，围绕农村义务教育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研究。

第三、“财政风险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向的研究特色是以财政管理理论

为基础，结合金融学相关理论，较为全面研究了财政风险形成的机制及其监测预

警体系，重点关注地方债务的形成机制、风险管理和使用效率等问题。

第四、“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模型”方向的研究特色是以税收经济理论为基

础，采用数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模拟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分

配关系、税收收入流失率测算及其经济影响分析。

4.金融学(020204)

本专业方向主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发展，定位于“农村金融发展与金

融减贫”、“区域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三个研究

内容。

第一、“农村金融发展与金融减贫”方向的研究特色是运用交易费用、产权、

公共选择、不完全竞争发展模式、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分析界定政策性农业保险

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的制度边界、对农村金融发展及微型金融利率、

贷款模式选择和贷款契约设计对减贫的效应进行研究，拓展了普惠金融理论和金

融减贫理论。

第二、“区域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方向，以非对称性区域金融合作理

论、汇率理论为基础，研究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水平、边境

地域洗钱犯罪、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问题。

第三、“金融市场运行机制”方向主要研究准备金付息制度配套改革措施、

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下的期权定价一般理论、中国银行间市场利率动态行为、中国

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形成机制与利率风险管理的认识、社

区银行等。

5.国际贸易学（020206）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焦

点。就贸易与环境理论而言，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与环境关系的一个基

本内容，也是深入研究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对贸易与环境问题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损害；国际贸易中的污染藏

纳场规避；贸易、环境政策协调与污染控制。

(二)工商管理

本一级学科涵盖会计学、企业管理等主要学科领域，以企业组织与战略、市

场营销、会计与公司财务的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为基础，结合经济学、信息科学、

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面向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合

作，形成了四个具有特色且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学科总体水平在区域内处于领

先，部分研究领域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多项研究成果被各级政府和企业运用于

实际工作中。

1.会计学(120201)

本专业主要有会计与公司财务方向、审计学两个具体研究方向。

会计与公司财务方向。根据会计的社会性与技术性特点，从多个角度研究会

计理论，注重研究成果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注重利用在地方已经形成的

影响力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重点关注资本市场会计、财务相关问题，上市公司

治理与内部控制等问题，以及西部地区集团公司财务问题，提出了构建“三位一

体”的公司治理体系，并为区域性的集团公司采用。同时，立足于毗邻东南亚的

区位特征，侧重于中国东盟会计协调和会计比较，其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

促进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审计学方向。关注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和企业内部审计的组织体系研究，与

各级审计机关及部门进行合作，结合新时期审计理论的发展和审计组织形式的变

化，着重解决关系重大审计项目的实施问题。

2.企业管理(120202)

该专业分为两个方向：一、资源型企业战略与组织，紧扣西部资源型企业的

基本特征，关注制度创新和变革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组织行为的影响，聚焦于资源

型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能力形成及其决定因素，提出打破传统路径依赖，

实现跨越转型的战略和组织的理论和方法，对西部资源型产业和企业的转型升级

的具体实践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二、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将电子商务、现代物

流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与市场营销相结合，着重研究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和物流管

理模式，深化区域营销、品牌文化、电商环境下的信任和在线信用管理等问题的



研究，其成果产生了较好的理论影响并为企业所采用。特别关注中国与东盟的商

贸物流相关理论和应用研究，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3.旅游管理(120203)

方向为旅游经济与管理。关注于地方旅游产业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区域性旅游

合作，以社会经济多样性的区域特征为切入点，结合社会学、民族学的多学科优

势，着重研究旅游的跨产业融合，企业转型升级，旅游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和旅游

生态文明等问题。

4.技术经济及管理(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将技术经济学与管理学相结合，从经济学角度进行

研究，对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即将采用的各种“技术性”措施

和“技术性”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论证分析，包括以下两个方向：

一、企业信息化与信息技术创新，围绕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关键和热点问

题，以模式、途径、流程、技术平台、算法和实现方式等为研究对象，在用户行

为管理、信息化模式、应用架构设计、商务智能关键技术，以及由信息技术应用

推动的知识管理、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问题展开研究。

二、企业管理系统与管理创新，专注于企业的持续创新，对云计算等信息技

术在企业的应用模式及其对企业持续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企业持续创

新模式选择和创新动力评价等问题展开研究。

(三)统计学

本一级学科以经济统计、统计模型诊断与应用、应用统计和统计估计理论为

主要研究方向。既包括统计理论、方法的研究，又涉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数据

分析的应用研究，具有较宽的学科覆盖面。

1.统计学(授经济学学位) (027000)

本专业方向为经济统计，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1）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

型的卫星账户的构建、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及实证。（2）利用现代统计

方法研究宏观经济问题，重点研究宏观经济运行与预警、产业选择、价格水平变

化、经济周期等。（3）研究政策效应评价方法，重点研究基于边际处理效应的

半参数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粮食直补等政策的效应。

2.统计学(授理学学位) (071400)



本专业包括了统计模型诊断与应用、应用统计和统计估计理论三个专业方

向。

其中，统计模型诊断与应用方向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1）研究统计

模型中影响点和异常值的识别方法，统计建模及相关的稳健估计。统计模型包括

回归模型、高维数据统计模型、多水平模型、金融时间序列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

该研究方向强调方法论的研究。（2）利用统计方法及统计建模，研究物种间及

人类社会合作演化系统的维持机制、非对称性特征和策略选择等问题。这是一个

涉及统计学、生态学及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学科。

应用统计方向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1）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经济、

金融和管理等领域的应用。（2）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在生物、医学和工程等领域

的应用。（3）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在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领域的应用。

统计估计理论方向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1）扩展生长曲线模型的统计推

断理论, 包括有限样本和大样本两方面。（2）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的模型选择,

比较研究各种可用方法的效率。（3）生存分析, 结合实际背景探讨相关理论问

题。

四、参考书目

表 2 2018 年博士研究生初试参考书目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目

2001

西方经济学（一）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 8 版）》，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格致出版

社

《微观经济学（第 8 版）》，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第 7 版）》，N 格里高利曼昆著，卢远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第 3 版）》，威廉森著，郭庆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经济学基础

《微观经济理论与应用-数理分析（第二版）》，佩洛夫著，格致出版社，2013 年

《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巴罗著，沈志彦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计量经济分析（第六版）》（上下册），格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0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基础（第二版）》，严士健等著，科学出版社，2009 年

《高等数理统计（第二版）》，茆诗松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2004

西方经济学（二）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5 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5 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经济学原理（第六版）》，N.格里高利.曼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八版）》。哈里.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1 年

《宏观经济学》（第七版），N.格里高利.曼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001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基础》，达摩尔.N.古扎拉蒂，唐.C.波特斯著，费剑平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1 年

《应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沃尔特.恩德斯著，杜江，袁景安译，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2 年

3002

统计学

《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第 3 版）》，吴喜之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年

《国民经济统计学》，杨灿著，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003

线性与广义线性模

型

《线性模型引论》，王松桂等著，科学出版社，2004 年

Generalized,Linear,and Mixed Models,Charles E.McCulloch,Shayle

R.Searle,John Wiley & Sons,2004

3004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第 11 版）》，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孙健敏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管理学》，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管理思想史（第六版）》，丹尼尔.雷恩阿瑟.贝德安著，孙健敏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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