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考须知

一、招生人数

2019 年我校招生专业、拟招生人数及拟接收推免生人数见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拟招生人数为 2018 年计划录取人数，仅供参考，最终录取人数以教

育部实际下达招生计划为准。推免未完成的计划将用于统（联）考招生。2 个退役大学生士

兵计划（全日制专业硕士）不限专业。

二、学制、学费和教学地点

类 别 学 制
学 费

(元/年.人)

教学地点

全日制学术硕士 三 年 8000 昆明市龙泉路校区

全日制专业硕士 三 年 12000 昆明市龙泉路校区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三 年
工商管理、会计均为 20000；公共管理

为 16000；旅游管理为 18000（待定）
昆明市龙泉路校区

三、奖助政策

学校对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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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奖范围和评定标准参照国家及云南财经大学奖助学金相关管理文件执

行，具体奖助学金标准如下：

类别 金额（元/年.人）

国家助学金 6000

国家奖学金 20000

云南省政府奖学金 10000

学校学业奖学金 9000（一等）、7000（二等）、5000（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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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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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日前

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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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日，下同)

或 2 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6）在校研究生报考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5.我校部分专业限制同等学力人员报考，详见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6.我校不接受大学三年级或三年级以下本科生报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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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现场确认时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

《退出现役证》。

（二）报名参加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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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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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名参加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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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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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名参加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项目管理、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

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各项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

或大学本科结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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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得硕士

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五、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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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规定缴纳

报考费。

（一）网上报名：报考 2019 年硕士研究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日期：2018 年 10 月 10 日—31 日，每天 9：00-22：00。

应届生预报名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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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生自行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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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教育部、本人所在地

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

考生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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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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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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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网上报名填写报考信息时注意事项：

（1）考生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进入复试的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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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缺额信息，并按相关

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2）我校所有专业应试的外国语语种均为英语。

（3）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



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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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家按照一区、二区确定考生参加复试基本分数要求，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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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考地处二区招生单位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就业的少数民族

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或者工作单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范围的少数民族在职考生（在

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且申请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定向培养方式），方可按规

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6.现役军人报考我校，应事先认真阅读了解解放军及我校报考要求，遵守保密规定，按

照规定填报报考信息。

7.考生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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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场确认：

1.所有统考生均须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并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及程序请考生自行查阅所选报考点公告。

六、考生资格审查

我校对考生网上填报的报名信息进行全面审查，并重点核查考生填报的学历（学籍）信

息，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准予考试。

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须在 2018 年 11 月 20 日前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

认证报告后，方可参加考试。

七、考试

（一）考生应当在 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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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届时，请

考生务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我校不再另行通知。

http://www.chsi.com.cn


（二）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和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参加考试。

（三）初试日期和时间

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3 日。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四）初试科目：初试方式均为笔试。

考试时间 12 月 22 日

上午

12 月 22 日

下午

12 月 23 日

上午

12 月 23 日

下午

考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英 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五）考生在云南省招考频道（http：//www.ynzs.cn/）自行查询初试成绩，如对成绩

疑问，可在成绩公布之日起一周内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交成绩复核申请，我校不再另

行通知。

（六）复试

1.复试一般在 2019 年 3 月开始。届时，请考生务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

我校研究生部网站，查询复试名单及复试安排，我校不再另行通知，若错过复试时间，后果

由考生本人承担。

2.对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为准）报考的考生，复试时应加试至少两门本科主干课

程，加试方式为笔试。

3.少数民族地区仅指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中所列的民

族自治区域。考生的少数民族身份网报时应如实填写，现场确认后不得更改。

4.实行差额复试。

5.我校在复试前对考生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

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考生的学历或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考生须

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报告。

八、调剂

调剂和复试的具体要求和程序均以初试结束后，教育部发出的 2019 年录取工作通知的



规定为准。届时，考生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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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服务系统进行调剂。

九、体检

我校体检将安排在复试阶段进行，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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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十、录取

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并结合其平时学

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择优录取。经教育部审核批准后，录取

通知书于 2019 年 6 月底发出。

十一、其他

（一）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

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我校不承担责任。

（二）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研究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规定办理。

（三）我校不提供业务课的参考书籍，请考生自行到书店购买或向出版社邮购。

（四）请考生关注我校研究生部网站上的最新信息。

http://yz.chsi.cn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302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01 商业银行经营与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11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金融学

(2)金融市场学

02 金融发展理论与政策

03 普惠金融

04 能源金融

05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06 证券市场与公司金融

07 农村金融理论与政策

08 金融计量

09 金融理财

10 国际金融

0202Z2 保险学 01 保险制度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2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保险学原理

（2）保险经济学

02 保险产业经济学

03 区域保险

04 保险理论与政策

05 风险管理与保险

06 保险精算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303 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01 战略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10 1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战略管理

（2）人力资源管理

02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

理

01 经济与社会系统分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1 0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技术经济学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

分)

02 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

03 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

1201Z2 电子商务 01 大数据与电子商务智能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3 1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复试中的笔试：

电子商务

同等学力加试：

（1）运筹学

（2）管理信息系统

02 管理学视角下的电子商务

03 经济学视角下的电子商务

1202Z2 市场营销 01 战略营销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5 1 复试中的面试：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市场营销学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

分)

02 营销工程

03 服务与网络营销

04 东盟市场营销

304 会计学院 120201 会计学 01 会计理论与公司治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11 2 复试中的面试：会计学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会计学基础

（2）财务管理基础

02 财务会计

03 成本管理会计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120202 企业管理 01 财务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3 1 复试中的面试：财务管

理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会计学基础

（2）财务管理基础

1202Z1 审计学 01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1 1 复试中的面试：审计学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会计学基础

（2）审计基础
02 国家审计与政府债务治理

03 舞弊审计与法务会计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306 信息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

01 数据挖掘与智能处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408 计算机学科专

业基础综合

2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2 软件工程理论与应用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

术

01 商务智能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408 计算机学科专

业基础综合

2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2 企业信息化

03 计算机交互与多媒体设计

04 经济信息处理与仿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

程

0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2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2 决策理论与方法

03 知识管理与商务智能

307 统 计 与 数

学学院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 微观经济数量分析理论与方

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2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2 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

03 金融时间序列模型及应用

027000 统计学（授经01 宏观经济统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4 3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济学学位）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2 管理统计

03 应用统计

070101 基础数学 01 非线性泛函分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数

3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2 代数图论

070102 计算数学 01 现代计算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数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01 数理统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数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70104 应用数学 01 偏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研究

及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数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71400 统计学（授理

学学位）

01 统计估计理论与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4 4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本02 统计模型诊断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③601 数学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数

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

03 数据挖掘

04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08 城 市 与 环

境学院

020106 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

01 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4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报考

02 周边国家资源战略

03 生态环境规划与自然遗产保

护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1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6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区域经

济学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报考

02 城市经济发展与房地产开发

03 区域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

04 边疆山地地区开发开放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

程

01 房地产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3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报考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1 土地规划与山地开发利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学

④802 管理学

6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土地经

济学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报考

02 土地整治与管护

310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01 法学基础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法学综合知识

④804 法学专业基础

1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民法

（2）经济法

02 法社会学

03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研究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01 宪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法学综合知识

④804 法学专业基础

1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民法

（2）法理学

02 行政法学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法学综合知识

④804 法学专业基础

2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法理学

（2）经济法

02 商事法学

03 婚姻家庭法学

030107 经济法学 01 竞争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2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法学综合知识

④804 法学专业基础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民法

（2）法理学

02 公司与企业法

03 金融法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经济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法学综合知识

④804 法学专业基础

2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民法

（2）法理学

311 传媒学院 1204Z1 文化管理 01 文化资源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学

④802 管理学

3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文化人类学

(2)文化经济学

02 文化产业管理

03 文化传播管理

1201Z1 物流工程 01 物流规划理论与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2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物流信息技术

(2)物流系统规划与设

计

02 物流信息技术与系统

03 物流系统优化与供应链集成

04 物流工程新技术新工艺与新

装备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312 物流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01 物流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2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生产与运作管理

(2)物流管理

315 国 际 工 商

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

程

01 项目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8 3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西方经济学

（2）项目管理

02 管理科学

03 质量管理

04 创新管理

05 投资风险管理

06 教育管理

07 商务信息系统

319 马 克 思 主

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01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④805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

论文写作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

02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

01 马克思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

的发展史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③704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④805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

论文写作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

02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

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史研究）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④805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3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

论文写作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

02 马克思主义在边疆多民族地

区大众化问题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边疆多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④805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4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

论文写作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力

考生。

02 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文化建

设研究

03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

326 财 政 与 公

共 管 理 学

120401 行政管理 01 公共行政理论与政府改革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7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02 区域公共治理及政策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院 ③702 公共管理学

④802 管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1)政治学

(2)行政管理

03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

理

01 教育管理理论与教育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学

④802 管理学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教育经济与管理

(2)教育政策

02 高等教育管理

03 教育与边疆地区社会发展

120404 社会保障 01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学

④802 管理学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社会保障

(2)社会保险

02 养老服务与管理

03 社区福利与保障

020203 财政学 01 财政理论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18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财政学

(2)中国税制

02 政府预算管理

0202Z1 税收学 01 税收理论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2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02 国际税收与外国税收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1)财政学

(2)中国税制

03 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

030301 社会学 01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5 社会学理论

④807 社会研究方法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社会学

（2）社会问题

02 人类学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

发展

03 语言社会学

327 经济学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

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2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 财政学

(2) 金融学

02 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

03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020102 经济思想史 01 西方经济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1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政治经济学

(2)管理学
02 经济管理思想史

020103 经济史 01 中国近现代经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1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政治经济学

(2)世界经济史

02 中外经济发展比较

03 区域经济演变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1 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7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财政学

(2)金融学

02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0201Z1 发展经济学 01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1 0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现代西方经济学流

派

(2)财政学

02 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03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020201 国民经济学 01 宏观财政政策与公共经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10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财政学

(2)金融学

02 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

03 经济发展规划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1 产业竞争力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13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国际经济学

(2)市场营销

02 产业发展与投资国际化

03 现代商品流通与实践

020207 劳动经济学 01 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1 0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劳动经济学

(2)人力资源管理

02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501 经 济 研 究

院

020105 世界经济 01 跨国公司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2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世界经济基础

（2）英语阅读

02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03 桥头堡战略与东南亚经济

04 国际贸易与金融

05 区域金融合作

06 国际商务

07 国际经济学

08 开放经济与国际经济合作

09 国际经济关系

10 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

020204 金融学 01 国际金融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3 1 复试中的面试：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金融学基础

（2）英语阅读

02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03 证券投资

04 社会保险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3 1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世界经济基础

（2）英语阅读

02 国际金融与贸易

03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

04 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

05 环境与贸易研究

06 经济制度与国际贸易

07 发展中国家贸易

08 国际经贸合作

120404 社会保障 01 劳动力市场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学

④802 管理学

2 1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同等学力加试：

（1）公共管理学

（2）英语阅读

02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

0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4 老龄事业

05 就业促进研究

06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

503 国 土 资 源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1 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规划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4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与 持 续 发

展研究所

②201 英语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学

④802 管理学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

土地资源学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

力考生)

02 土地利用调查与土地信息系

统

03 土地生态与土地可持续利用

04 土地经济与土地政策

05 土地开发利用与精准扶贫

507 印 度 洋 地

区 研 究 中

心

020105 世界经济 01 印度洋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4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无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

考生

02 南亚研究

03 东南亚研究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1 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1 西方经济学

4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无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

考生

02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3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030206 国际政治 01 地缘政治与国际战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国际关系理论

④808 国际关系史

1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无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

考生

02 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

03 跨界民族与国际政治

04 南亚政治经济学

030207 国际关系 01 南亚问题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1 0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听02 印度洋地区研究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

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生

③706 国际关系理论

④808 国际关系史

力

复试中的笔试：无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

考生

03 东南亚问题研究

04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515 旅 游 管 理

研 究 生 教

育中心

120203 旅游管理 01 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9 4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现代旅游管理学

(2)旅游学

02 旅游文化发展与管理

03 旅游经济管理

04 旅游政策研究与行业管理

05 旅游企业管理

06 休闲发展与旅游规划管理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

302 金融学院 025100 金融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41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金融学

（2）金融市场学

025500 保险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5 保险专业基础

12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保险学原理

(2)保险经济学

303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83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政治

理论

304 会计学院 025700 审计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23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政治

理论与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1）基础会计

（2）审计基础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

125300 会计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80 3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政治

理论与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1）基础会计

（2）初级财务管理

307 统计与数学学

院

025200 应用统计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2 统计学

12 1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

力；

本专业不接受同等学

力考生报考

308 城市与环境学

院

025600 资产评估 00 资产评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6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19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微观经济学

（2）宏观经济学

310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01 非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

法学）

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25 0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

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民法

（2）法理学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

035102 法律（法学） 02 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

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26 0 复试中的面试：

专业综合和英语口语

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民法

（2）法理学

311 传媒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

力

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15 1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新闻采访与写作

(2)传播学

315 国际工商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16 5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西方经济学

（2）管理学原理

085239 项目管理 01 国际商务项目

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02 管理学

2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信息管理

（2）项目管理

02 跨境信息工程

项目管理

326 财政与公共管125200 公共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63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

理学院 向 ②204 英语二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政治

理论

025300 税务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3 税务专业基础

17 3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国际税收

（2）中国税制

035200 社会工作 00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1 社会工作原理

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10 2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

综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历加试：

（1）社会学概论

（2）社会政策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

代码
院系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考试科目名称

2019 年拟招生人数
专业备注

统（联）考 推免

303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01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07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政治理

论

304 会计学院 125300 会计 01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41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政治理

论与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1）基础会计

（2）初级财务管理

326 财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01 不区分研究方

向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45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复试中的笔试：政治理

论

515 旅游管理研究生

教育中心

125400 旅游管理 01 旅游经济与管

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2 0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综

合和英语口语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1)现代旅游管理学

(2)旅游学
02 旅游政策与行

业管理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初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目

601 数学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数学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陈纪修，於崇华，金路编：《数学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702 公共管理学 蔡立辉、王乐夫主编：《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二版

703 法学综合知识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6 月第六版

7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本书编写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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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

705 社会学理论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706 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主编：《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801 西方经济学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和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六版

802 管理学

汪戎主编：《管理学》，科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一版

周三多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804 法学专业基础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第五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 年 3 月第三版

8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806 高等代数

王萼芳，石生明修订：《高等代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7 月第三版

张禾瑞，郝怲新编：《高等代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6 月第五版

807 社会研究方法

风笑天著：《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风笑天著：《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五版

808 国际关系史

袁明著：《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刘德斌著：《国际关系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初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目

331 社会工作原理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版

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卡罗尔•里奇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六版

蓝鸿文著：《新闻采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431 金融学综合 不指定参考书目

432 统计学 袁卫、庞皓、曾五一等主编：《统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433 税务专业基础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税务专业基础考试大纲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美）查尔斯·W·L·希尔著：王蔷改编。《国际商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6 月版

王俊宜、李权著：《国际商务》。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年 5 月版

杨胜刚等编：《国际金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版

435 保险专业基础 不指定参考书目

436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不指定参考书目

437 社会工作实务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全国社会工作者考试指导教材：《社会工作实务（中级）》，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 年版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四版

刘笑盈著：《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802 管理学 汪戎主编：《管理学》，科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一版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培养单位 代码及专业 科目 参考书目

302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金融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2）金融市场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020223 保险学
（1）保险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2）保险经济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303 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战略管理 杨増雄：《企业战略管理》，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人力资源管理
董克用、叶向主编：《人力资源管理概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3 年 9 月版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技术经济学
林晓言、王红梅主编：《技术经济学教程》，经济管

理出版社，2000 年第 1版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五版

1201Z2 电子商务

（1）电子商务 不指定参考书目

（2）运筹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3）管理信息系统 不指定参考书目

1202Z2 市场营销

（1）市场营销学
吴健安、聂元昆主编：《市场营销学》，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4 年第五版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五版



304 会计学院

120201 会计学 （1）会计学综合

姚荣辉、陈红著：《会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一版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著：《管理会计学》，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版；

朱锦余、刘云珊著：《审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6 年第一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本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

材）。

120202 企业管理（财务管理

方向）
（1）财务管理综合

姚荣辉、陈红著：《会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一版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著：《管理会计学》，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版；

朱锦余、刘云珊著：《审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6 年第一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本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

材）。

1202Z1 审计学 （1）审计学综合

姚荣辉、陈红著：《会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一版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著：《管理会计学》，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版；

朱锦余、刘云珊著：《审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6 年第一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本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

材）。

（2）会计学基础
陈红，姚荣辉著：《基础会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3）财务管理基础
刘静、陈永飞 主编：《财务管理》，立信会计出版

社，2016 年第一版

（4）审计基础
朱锦余著：《审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二版

306 信息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数据库原理
王 珊、萨师煊，《数据库系统概论》（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计算机组成原理 蒋本珊，《计算机组成原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3）软件工程
史济民等编著，《软件工程---原理、方法与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算法与数据结构
严蔚敏、陈文博编著，《数据结构及应用算法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综合

薛华成主编，《管理信息系统》，清华大学出版社；

黄梯云主编，《管理信息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珊、陈红编著，《数据库系统原理教程》，清华大

学出版社；

（3）高级程序设计语言（C++及 Java） 不指定参考书



307 统计与数学学院

027000 统计学（授经济学硕

士）
（1）专业综合面试

袁卫、庞皓、曾五一主编：《统计学》，高等教育出

版社，第二版

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主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

李子奈主编：《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二版

071400 统计学（授理学硕士）（1）专业综合面试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初试参考书目相同

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主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

020209 数量经济学 （1）专业综合面试

袁卫、庞皓、曾五一主编：《统计学》，高等教育出

版社，第二版

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主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

李子奈主编：《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二版

070101 基础数学 （1）专业综合面试

东北师范大学编：《常微分方程》

钟玉泉编：《复变函数》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初试参考书目相同

070102 计算数学 （1）专业综合面试

东北师范大学编：《常微分方程》

钟玉泉编：《复变函数》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初试参考书目相同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专业综合面试

东北师范大学编：《常微分方程》

钟玉泉编：《复变函数》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初试参考书目相同

070104 应用数学 （1）专业综合面试

东北师范大学编：《常微分方程》

钟玉泉编：《复变函数》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初试参考书目相同

308 城市学院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邓宏兵、张毅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

学出版社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区域经济学
张洪主编《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9 月出版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产估价师协会编：《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土地经济学
毕宝德著：《土地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六版

310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1）专业综合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8 年 6 月第六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10 法学院

（3）民法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

第五版

（4）经济法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 年 3

月第三版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专业综合

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8 年 6 月第六版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17 年 10 月第三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民法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

第五版

（4）法理学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030105 民商法学

（1）专业综合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

第五版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6 年 2 月

第六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法理学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4）经济法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 年 3

月第三版

030107 经济法学 （1）专业综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 年 3



月第三版

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17 年 9 月

第三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民法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

第五版

（4）法理学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030109 国际法学

（1）专业综合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8 月第七版

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第二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民法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

第五版

（4）法理学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311 传媒学院 1204Z1 文化管理

（1）文化人类学

刘其伟编译：《文化人类学》，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2 年第一版

招子明、陈刚主编：《人类学<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

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文化经济学
2008 年第一版胡慧林主编：《文化产业概论》，云南

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陈庆德、马翀炜著：《文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3）专业综合面试

牛淑萍编著：《文化资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育科学出

版社，2008 年第一版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二版

312 物流学院

1201Z1 物流工程

（1）专业综合

冉文学、宋志兰主编：《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科学

出版社，最新版

朱耀勤等编著：《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

120202 企业管理

（1）专业综合

李严锋，张丽娟主编：《现代物流管理》，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陈荣秋、马士华编著：《生产与运作管理》，高等教

育出版社，最新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

315 国际工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西方经济学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9 年版



3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专业笔试

（2）专业面试

（3）英语面试

本书编写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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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8 年版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8 年版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326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政治学
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4 版

（2）行政管理
夏书章，王乐夫，陈瑞莲主编：《行政管理学》，中

山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版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教育经济与管理
娄成武， 史万兵主编：《教育经济与管理》，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 版

（2）教育政策
黄忠敬主编：《教育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1 版

120404 社会保障

（1）社会保障
孙光德，董克用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 版

（2）社会保险
潘锦棠主编：《社会保险：原理与实务》，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 版

020204 财政学

0202Z1 税收学

（1）财政学
陈共主编：《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七

版

（2）中国税收
马海涛主编：《中国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30301 社会学

（1）社会学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3 年第四版

（2）社会问题
向德平主编：《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二版

327 经济学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1）金融学
黄达编著：《金融学》（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4 年版

（2）政治经济学
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020102 经济思想史

（1）政治经济学
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2）管理学
周三多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版

020103 经济史

（1）政治经济学
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2）世界经济史
高德步，王钰主编《世界经济史》（修订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020104 西方经济学

（1）西方经济学流派
方福前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4 年版

（2）计量经济学
李子奈、潘文卿著：《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年版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财政学
郭庆旺,赵志耘著：《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6 年版

（2）金融学
黄达编著：《金融学》（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4 年版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1）农业经济学
孔祥智主编《农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2）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产业组织
泰勒尔著：《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著：《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

020207 劳动经济学

（1）劳动经济学
曾湘泉主编：《劳动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人力资源管理
董克用、叶向主编,《人力资源管理概论》，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501 经济研究院

020105 世界经济 （1）世界经济综合 不指定参考书目

020204 金融学 （1）金融学综合 不指定参考书目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国际贸易学综合 不指定参考书目

120404 社会保障 （1）社会保障综合 不指定参考书目

503国土资源与持续发展研究

所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土地资源学
刘黎明主编：《土地资源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第四版；

（2）自然地理学
王建主编：《现代自然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3）土地利用规划学
王万茂主编：《土地利用规划学》，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



507 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020105 世界经济
（1）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概论

陶继侃、姜春明主编：《世界经济概论》（最新修订

本），或其他类似教材

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或其他类似教材

（2）英语阅读 不指定参考书目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概论

陶继侃、姜春明主编：《世界经济概论》（最新修订

本），或其他类似教材

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或其他类似教材

（2）英语阅读 不指定参考书目

030206 国际政治
（1）国际关系理论

秦亚青著：《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 年版

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0 年版

（2）英语阅读 不指定参考书目

030207 国际关系
（1）国际关系理论

秦亚青著：《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 年版

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0 年版

（2）英语阅读 不指定参考书目

515旅游管理研究生教育中心120203 旅游管理 （1）专业综合

罗明义主编：《现代旅游管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05 月

李天元主编：《旅游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7 月第三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培养单位 代码及专业 科目 参考书目

302 金融学院

025100 金融

（1）金融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2）金融市场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025200 保险

（1）保险 不指定参考书目

（2）保险经济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303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1）政治理论 不指定参考书目

304 会计学院 125300 会计

（1）政治理论
本书编写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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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版）

（2）专业综合

姚荣辉、陈红著：《会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一版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著：《管理会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

版；

朱锦余、刘云珊著：《审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本年度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3）基础会计 陈红，姚荣辉著：《基础会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4）初级财务管理 刘静、陈永飞 主编：《财务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025700 审计

（1）政治理论
本书编写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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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版）

（2）专业综合

姚荣辉、陈红著：《会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一版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著：《管理会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

版；

朱锦余、刘云珊著：《审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本年度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3）审计基础 朱锦余著：《审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4）基础会计 陈红，姚荣辉著：《基础会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307 统计与数学

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

（1）专业综合 不指定参考书目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08 城市与环境

学院
025600 资产评估

（1）微观经济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2）宏观经济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310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1）专业综合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第五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035102 法律（法学）

（1）专业综合

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6 月第六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 年 3 月第三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民法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第五版

（4）法理学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四版

311 传媒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1）新闻采访与写作

卡罗尔.里奇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六

版

蓝鸿文著：《新闻采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2）传播学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四版

刘笑盈著：《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315 国际工商学

院

025400 国际商务

（1）西方经济学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五版

（2）管理学原理 周三多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085239 项目管理

（1）信息管理 钟伟主编：《商务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云南科技出版社，2010 年版

（2）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版

125200 公共管理 （1）政治理论 不指定参考书目



326 财政与公共

管理学院

（2）专业综合 不指定参考书目

025300 税务 （1）专业综合 马海涛：《中国税制》（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035200 社会工作 （1）专业综合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关信平主编：《社会政策概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 年版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参考书目

培养单位 代码及专业 科目 参考书目

303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1）政治理论 不指定参考书目

304 会计学院 125300 会计硕士

（1）政治理论
本书编写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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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

（2）专业综合

姚荣辉、陈红著：《会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一版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著：《管理会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七版；

朱锦余、刘云珊著：《审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本年度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3）基础会计 陈红，姚荣辉著：《基础会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4）初级财务管理 刘静、陈永飞 主编：《财务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326 财政与公共管

理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 （1）政治理论 不指定参考书目



培养单位 代码及专业 科目 参考书目

515旅游管理研究生

教育中心
125400 旅游管理

（1）专业综合 李天元主编：《旅游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7 月第三版。

（2）英语口语听力 不指定参考书目

（3）同等学力加试
罗明义主编：《现代旅游管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年 05 月

李天元主编：《旅游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7 月第三版



培养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培养单位 研究生秘书 办公电话

1 经济学院 龙老师 0871-65023288

2 金融学院 李老师 0871-65198327

3
商学院 李老师 0871-65113042

商学院（MBA） 王老师 0871-65114085

4 会计学院 黄老师 0871-65192306

5 旅游管理研究生教育中心 班老师 0871-65192465

6 信息学院 林老师 0871-65876862

7 统计与数学学院 曾老师 0871-65113543

8 城市与环境学院 李老师 0871-65121863

9 法学院 冯老师 0871-65195276

10 传媒学院 雷老师 0871-65158626

11 物流学院 冯老师 0871-65023503

12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姜老师 0871-65176509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专硕） 李老师 0871-65135302

13 国际工商学院 金老师 0871-65181860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老师 0871-65113161

15 经济研究院 袁老师 0871-65125553

16 国土资源与持续发展研究所 彭老师 0871-65023615

17 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胡老师 0871-65149631



附件 1 2018 年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位类别 学科门类(专业)名称和代码
分数线

备 注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学术学位

经济学（02） 320 41 62

①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

报考地处二区招生单位，且毕业后在国

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向就

业的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

生考生；或者工作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且定向就业单位为

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

②管理类联考专业考生总分不低于 100

分；其它专业不低于 245 分；单科分数

线不低于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

的单科分数线。

法学（03） 305 39 59

理学（07） 270 35 53

工学(不含工学照顾专业)（08） 250 31 47

管理学（12） 320 41 62

专业学位

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

资产评估（02）
320 41 62

法律(非法学)、法律(法学)（03） 305 39 59

新闻与传播（05） 335 52 78

工商管理（12） 155 37 74

公共管理（12） 155 37 74

会计（12） 193 37 74

审计（02） 184 37 74

工程(项目管理)（08） 250 31 47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① 245 30 45

专业学位 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照顾政策的考生②
245 30 45

100 3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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