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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须知

一、招考方式

我校 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采用推免直博（“直博生”）、

申请-审核制、硕博连读和普通招考四种方式进行择优选拔，

组织三次招生考试。

推免直博是指在推免生接收阶段，具有推免生资格的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通过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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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直博生志愿，经

报考导师及学校审定，达到条件者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初

试，直接进入复试的招生方式。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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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进入复试的招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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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预计为 46人。其中应

用经济学 15人，理论经济学 8人，工商管理 15人，统计学

8人。学校录取时将根据 2023年教育部实际下达的招生计划

和考试情况对以上计划作适当调整。

三、学制及学费

通过推免直博方式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学制 6年。通过硕

博连读方式录取的博士研究生，硕士加博士阶段学制为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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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模式和“3+3”模式）。通过申请-审核制和普通招考方

式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学费 10000元/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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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奖学金标准如下：

1. 国家助学金（13000元/年）。

2. 校级学业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15000元/人）、

二等学业奖学金（10000元/人），一年级新生入学后可直接

获得二等学业奖学金，其他年级学生按在校成绩和表现进行

评选。

3. 国家奖学金（30000元/年）、云南省政府奖学金（20000

元/年）等。

五、报考条件

（一）普通招考方式报考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

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

正。

3. 硕士研究生毕业取得毕业证书或已获硕士学位的人

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 2023 年入学之日前毕业或

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 6年以上（含 6年，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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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 2023 年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

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注：已获学士学位（但未获硕士学位）6 年以上（含 6

年）的人员，需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可视为同等学力人

员：

（1）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该专业或相近相关专业工作 6

年以上（含 6年）；

（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 2 篇及以

上与所报考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文章；

（3）已修读完与报考专业相关的硕士必修课程并提供

成绩合格证明；

（4）通过英语六级或通过在职人员申请授予硕士学位

外语考试；

（5）复试时，须加试两门所报考学科专业的硕士专业

主干课程；

（6）当年不得同时报考云南财经大学博士和硕士两个

层次的研究生。

4. 报名时，持境外硕士学位证书的考生（含应届毕业生）

须提供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

5. 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

理。

6. 身体健康，符合国家和我校研究生招生体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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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周岁（年龄计算截止日为 2023

年入学之日）。

8. 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

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9. 报考类别分为“定向就业”和 “非定向就业”两种。定

向就业的博士研究生须在被录取前与云南财经大学及现工

作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合同，人事档案一律不得转入学校，毕

业时按合同就业；非定向就业的博士研究生须将人事档案转

入学校，毕业时按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

10. 在职人员报考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报名时须提交

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字盖章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详见《博

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录取后须保证全脱产学

习。考生因报考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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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录取或正常学习等

情况，我校不承担责任。

11. 报考“师资培养计划”的考生，报名时填报的研究方

向须为“师资培养计划”，同时该类考生除满足以上所有条件

外，其本科或硕士毕业专业还须满足以下报考要求：

序号 “师资培养计划”博士招生专业 “师资培养计划”报考考生毕业专业要求

1 财政学
原则上本科或硕士专业须为税收学、财政学或

税务专业

2 金融学 原则上本科或硕士专业须为金融学相关专业

3 会计学
原则上本科或硕士专业须为会计学相关专业

（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

4 政治经济学 原则上本科或硕士专业须为马克思主义原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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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师资培养计划”博士招生专业 “师资培养计划”报考考生毕业专业要求

经济学门类专业

其中报考“师资培养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考生还须

具有两年以上高校教学经验。

（二）硕博连读方式报考条件

1. 满足（一）中除第 3条和第 4条外的所有要求。

2. 本校全日制二年级、三年级在读优秀硕士生（不招收

硕士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考生）。

3. 考生须征得拟报考博士生导师同意。

4. 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

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5. 已基本完成硕士课程学习任务，无不及格、补考或重

修科目。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成绩优良，对学术研究有浓厚

兴趣，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

6. 遵守校纪校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未受到学校纪律

处分。

7.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学校招生规定。

（三）申请-审核制方式报考条件

1. 满足（一）中的所有要求。

2. 硕士攻读专业应为与申请的博士专业相同或相近学

科。

3. 考生须征得拟报考博士生导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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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年内（截止日为 2023年 2月 5 日）以第一完成人

有以下成果之一：

（1）在我校 C类期刊发表至少 2篇期刊论文。

（2）在我校 B 类及以上类别期刊发表至少 1篇期刊论

文。

（3）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和取得突出

成果，并且至少有 2项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或受到省部

级以上领导批示。

申请人发表的期刊论文若硕士生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

为第二作者可视其为第一完成人。以上成果应属报考学科或

相近学科，并经所报考博士生导师审核学术水平是否达到报

考条件。

（四）推免直博方式报考条件

详见《云南财经大学 2023 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

究生（含直博生）章程》。

六、报名及资格审查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提交材料两个阶段。

（一）报名时间

1.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网上报名时间：2023年 1月

1日- 2月 5日（2月 5日 23:00截止）。

2. 普通招考网上报名时间：2023年 3月 1日- 4月 5日

（4月 5日 23:00截止）。

（二）报名网址及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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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招考、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考生均需网上报名。

报名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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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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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否则报名无效。考生须准

确进行缴费，出现多次缴费，学校不予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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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交材料

考生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考

材料提交或提交报考材料不符合要求者，报名无效。提交的

报考材料应使用信封按材料顺序封装，须在信封上注明“报名

号+姓名+博士研究生报考材料”字样，提交方式采用邮政

EMS邮寄的方式。考生提交的报考材料将视为一次性材料，

所有材料不予返还。

注：学校仅接收以邮政 EMS方式邮寄的报考材料，以

其他快递公司邮寄的报考材料学校概不接收，由此导致考生

无法正常考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

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龙泉路 237号云南财经大学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650221

联系邮箱：yzb@yn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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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871-65128174

具体邮寄提交时间安排如下：

1.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

起止时间：2023 年 2 月 1 日- 6 日（截止时间以邮戳为

准）。

2. 普通招考

起止时间：2023 年 4 月 1 日- 6 日（截止时间以邮戳为

准）。

（四）网上报名及提交材料注意事项

1. 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须下载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

上报名信息简表》，该表中涉及到的签字均须手写，报考类

别为定向就业或有工作单位的考生还须由本人所在单位组

织人事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报名材料的内容及装订样式见

《云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报考材料汇编（样式）》（在网

上报名系统中的“招生单位附件”中下载）。

2. 网上报名时须认真填写网报信息，按要求录入本人各

项真实信息，上传近三个月内一寸正面免冠照片。

3. 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须提供下列材料，并按照《云南

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报考材料汇编（样式）》顺序整理并装

订成册：

（1）《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从报名

系统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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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由两名与报考学科专业相关的教授（或相当

职称）专家亲笔签字的《云南财经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

究生专家推荐书》2份。

（3）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4）往届考生提供：本科以来所有阶段学位证书复印

件、学历证书复印件、学历注册备案表（若有）以及最高学

历阶段成绩单（加盖公章）。

（5）硕博连读及应届考生提供：本科以来所有阶段学

位证书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若有）、学历注册备案表

（若有）、成绩单（加盖公章）、硕士研究生学籍注册备案

表、成绩单（加盖公章）、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在校证明以

及学生证复印件。

（6）政治思想品德考查表（须加盖考生档案或工作所

在单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印章）。

（7）获奖证书及科研成果复印件（若有）。

（8）外语水平能力证书复印件（若有）。

（9）同等学力考生按报考条件中的要求准备相应材料。

（10）申请-审核制考生报考时，须征得报考导师的同意，

并提交《云南财经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审核

制”导师审核表》。

（11）硕博连读考生报考时，须征得报考导师的同意，

并提交《云南财经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硕博-连读”

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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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并按

要求准备和提交报名材料，凡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交报名材

料不合格者，不予参加考试，所提交材料和报名费不予退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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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6. 未能按时提交材料和缴纳报名费、个人信息或报名材

料不全者，视为报名无效，所提交材料和报名费不予退还。

（五）资格审查

我校对考生网上填报的报名信息进行全面审查，具体工

作由各博士生培养单位组织一级学科导师组展开相关工作。

重点审查考生填报的学位、学历（学籍）信息，符合报

考条件的考生准予考试。其中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考生的

资格经审查通过且资格材料经公示无异议后，相应考生获得

复试资格，可进入复试环节。未通过网上学位、学历（学籍）

校验的考生，须在我校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

报告后，方可参加考试。

七、初试

普通招考考生需参加初试，初试的科目为英语和两门专

业课。考试方式为笔试。每科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为 100

分。推免直博、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的考生不用参加初试。

考试前一周，考生自行到报考网站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学校

不再另行通知。考试科目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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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试时间：2023 年 4 月底或 5 月初，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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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招生专

业目录。

4. 考试地点：云南财经大学，具体地点详见准考证。

八、复试

（一）确定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普通招考涉及初试考试，学校根据初试考试情况，由博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组确定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

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二）复试考生遴选原则及公布

1.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的考生经资格审查合格且公

示无异议后方可参加复试。

2. 普通招考复试考生的初试成绩须满足我校 2023年博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 复试考生名单通过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

（三）复试安排及复试内容

1.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复试

（1）时间：2023 年 2月底，具体时间安排由各博士研

究生培养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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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方式：一般采用面试，如有必要一级学科导

师组可采用笔试等其他方式进行考核，具体见各博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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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4）复试费：150元/人。

2. 普通招考复试

（1）时间：2023 年 5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安排由各博

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另行通知。

（2）考试方式：面试或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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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4）复试费：150元/人。

九、录取

（一）总成绩计算

1. 普通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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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制和硕博连读

总成绩=复试成绩总分转化为百分制分数。

3. 复试合格是指考生的思想品德、政治素质考察合格，

并且复试总成绩不低于 60 分，其中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须合格。

（二）录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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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招考

（1）每位等额招生导师（招生目录中标注“*”的导师），

根据招生计划，从报考本人复试合格的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

到低确定拟录取考生（若拟录取考生主动放弃录取资格，则

递补后一名考生），学校审核录取。

（2）每位差额招生导师（招生目录中未标注“*”的导师）

从报考本人复试合格的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推荐 1名拟

录取考生（若推荐考生主动放弃录取资格，则递补推荐后一

名考生）。学校汇总导师推荐的人选，根据招生计划（推荐

人选多于招生计划的数量即为差额）按推荐人选的总成绩择

优录取。

2.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

导师根据招生计划，从报考本人的复试合格考生中按总

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录取考生（若拟录取考生主动放弃录取

资格，则递补后一名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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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成绩总分（转化为百分制分数）低于 60分。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不合格。

4. 调剂原则

出现招生专业（方向）或导师的招生计划未完成时，按

以下原则进行调剂：

（1）按总成绩优先进行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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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复试合格且未被录取的考生中调剂。

（3）在同一学科门类内调剂。

（4）在相同招考方式内调剂。招考方式包括普通招考，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

（5）不接受校外调剂。

5. 考生拟录取后，录取类别为非定向的考生须在规定时

间内将本人人事档案转入我校；录取类别为定向的考生，须

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保证全脱产学习的证明材料以及定向就

业协议书。

十、体检

（一）体检要求

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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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执行。

（二）体检项目

1. 五官科:视力/矫正视力。

2. 外科:身高、体重、淋巴、甲状腺、脊柱。

3. 内科:血压、发育及营养情况、神经及精神、肺及呼

吸道、心脏及血管、腹部器官、肝脾。

4. 心电图。

5. 化验检查:肝功、肾功、血糖测定。

6. 胸部 X透视(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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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检报告提交

拟录取考生自行前往二级甲等以上(含二级甲等)医院进

行体检，并在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近 2

个月内（按提交截止时间计算）的体检报告，提交截止时间

由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另行通知。

十一、信息公开公示

在招生考试阶段，学校将在研究生院网站上及时公布招

生人数、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拟录取名单等信息。

（一）投诉举报

电话：0871-65114879

邮箱：yncjdxjw_jsc@sina.com

（二）成绩复核

考生对成绩（初试和复试）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的 2

日内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初试成绩）或博士研究生培养单

位（复试成绩）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三）拟录取名单公示

1. 体检不合格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体检报告或未按

要求完成人事档案调档手续或未按要求提供保证全脱产学

习证明材料和定向就业协议等的考生取消其拟录取资格，不

列入拟录取公示名单。

2. 学校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为

十个工作日。考生对录取结果有异议，公示期内向研究生招

生办公室提出书面报告，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将及时进行调查

处理并提供反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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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拟录取结果一般于 2023年 2

月底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普通招考拟录取结果一般于 2023

年 6月上旬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

4. 经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审定后报云南省教育厅审核、录取并备案。最终录

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平台”

备案信息为准。

十二、报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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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所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书面请

假，无故逾期两周未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2. 新生报到后，学校对其进行政治、业务、健康等全面

复查，发现有不符合标准者按教育部、云南省教育厅和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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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或硕士学历，否则取消入学资格。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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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室

联系邮箱：yzb@ynufe.edu.cn

邮编：650221

电话：0871-65128174

十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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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免直博（“直博生”）招考方式具体考试要求详见《云

南财经大学 2023 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含直博

生）章程》。

2. 考生报名考试除达到以上要求，还须满足各博士研究

生培养单位制定的其他报考、复试以及录取等招生条件，具

体以学校和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公布的招生通知、复试录

取实施细则等为准。

3. 考生在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出现弄虚作假、违纪舞

弊等行为，一经发现查实，取消其考试资格，已被录取的考

生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并且下一年度不允许报考。

4. 考生如报考其他高校,且被我校及其他高校同时录

取，考生须在我校拟录取名单公示之前作出取舍并告知我

校，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18

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代码及

名称
一级学科 导师

第二导

师

招生

人数
招考方式 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

327
经济学

院

应用经济

学

王敏*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3 财政学 师资培养计划

①1001 英语

②2001 经济学

（一）

③3001 计量经

济学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经济学理论

③政治经济学

魏宇*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师资培养计划

熊德平*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师资培养计划

陈昆亭*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1 国民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万广华*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1 国民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钟昌标*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2 区域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缪小林*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3 财政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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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代码及

名称
一级学科 导师

第二导

师

招生

人数
招考方式 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

伏润民*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3 财政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敏*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3 财政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魏宇*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周伟*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熊德平*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荣党

3

普通招考 020201 国民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刘春学 普通招考 020202 区域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刘富华 普通招考 020202 区域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叶文辉 普通招考 020203 财政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和立道 普通招考 020203 财政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智勇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龙超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李云仙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李江城 普通招考 020204 金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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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代码及

名称
一级学科 导师

第二导

师

招生

人数
招考方式 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

兰天 普通招考 020206 国际贸易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理论经济

学

陈昆亭*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师资培养计划

①1001 英语

②2001 经济学

（一）

③3001 计量经

济学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经济学理论

③政治经济学

伏润民*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师资培养计划

钟昌标*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师资培养计划

龚刚*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师资培养计划

陈昆亭* 1 推免直博 020104 西方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龚刚*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104 西方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杨荣海*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105 世界经济 不区分研究方向

杨子生*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0106
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朱翠萍 普通招考 020105 世界经济 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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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代码及

名称
一级学科 导师

第二导

师

招生

人数
招考方式 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

303 商学院 工商管理

朱锦余* 王会金 1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师资培养计划 ①1001 英语

②2004 经济学

（二）

③3004 管理学

原理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宏观经济学

③管理学原理余怒涛* 陈骏 1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师资培养计划

陈红* 董必荣 1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余怒涛* 潘俊 1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吴昊旻* 许汉友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江新会*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卢启程*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明庆忠*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120203 旅游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段云龙*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

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姜茸*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

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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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代码及

名称
一级学科 导师

第二导

师

招生

人数
招考方式 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

普通招考

纳鹏杰

王士红

贺建刚
5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朱锦余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纳超洪 普通招考 120201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冉文学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张洪烈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黄丽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张颖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刘森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杨增雄 普通招考 120202 企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晏雄 普通招考 120203 旅游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307
统计与

数学学

院

统计学

（经济学）
石磊* 2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270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01 英语

②2001 经济学

（一）

③3002 统计学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线性回归分析

③多元统计分析

统计学

（理学）

石磊*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01 英语

②2003 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

③3003 线性与

广义线性模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线性回归分析

③多元统计分析

费宇* 1
硕博连读

申请审核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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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代码及

名称
一级学科 导师

第二导

师

招生

人数
招考方式 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

赵建华

4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汉权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林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陈飞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潘江敏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喻达磊 普通招考 071400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注：标注“*”的导师为等额招生导师，其余导师为差额招生导师。学校将根据 2023年教育部实际下达的招生计划和考试情况对理论经

济学差额招生导师的招生计划进行分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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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参考书目
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目

2001

经济学（一）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 9版）》，哈尔.R.范里安著，费

方域等译，格致出版社

《微观经济学（第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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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版）》，威廉森著，郭庆旺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 5版）》，（美）罗默著，吴化斌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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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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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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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码及名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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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版）》，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刘

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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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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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并服务经济社

会建设。

1.国民经济学(020201)

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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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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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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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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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经济增长等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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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返贫困与乡村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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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行为特征以及返贫诱发机制、特

征、演变趋势等进行全面考察；二是关注中国特色减贫经验

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溢出效应和政策启示；三是高度关

注农户的创新行为。

2.区域经济学(020202)

以区域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融入区域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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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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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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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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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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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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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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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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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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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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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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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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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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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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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学专业的研究方向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国际市场营销、跨国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结合云南特殊

的区位条件，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致力于在如下前沿领

域形成研究重点和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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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与国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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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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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驱动了国际贸易

理论的演进以及贸易核算方法的革新，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

的度量、价值链的分工、国际生产组织、垂直专业化贸易、

中间品贸易的模式与效应、企业的外包和一体化选择等。

（3）全球经济治理。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本方向以国际国贸理论为基础，

结合经济地理等相关知识，研究全球经贸规则标准制定、全

球贸易投资治理、区域治理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创新的中国

参与等问题。

二、理论经济学

本学科涵盖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和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为基础，使用国际先进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吸收应

用经济学中的数量经济学等方法，围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

展中的现实问题，展开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学思想提供理论支持。部分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某些

理论研究成果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多项研究成果为各级政

府采纳并服务经济社会建设。

1.政治经济学(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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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使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借鉴西方经济学和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如

何推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并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发

展阶段。研究新时代（或新常态下）中国生产方式（或经济

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转型，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与国际学术接轨。

（2）依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重点围绕

揭示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扶贫战略的逻辑，基于交易与功能

相结合的视角，提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及政

策，创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推进发展经济学创

新。

2.西方经济学(020104)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使用西方

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析范式，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推导行为方

程，组成动态系统，对系统进行动态分析，从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的角度，揭示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规律，为“新

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等提供理论支撑。

3.世界经济(020105)

基于地缘政治的世界经济学，运用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

分析框架，将引力模型和博弈分析相结合，依托云南面向南

亚、东南亚区位优势，聚焦“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研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经济关系和中国的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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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安全。从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关系角度，丰富和完善世

界经济学。

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020106)

依托云南高原地理环境特征，聚焦边疆山区可持续发

展，围绕土地资源配置、跨国资源环境治理、精准扶贫成效

及其环境、资源政策评估，整合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

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及方法，开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理论及应用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三、工商管理

本一级学科涵盖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

济及管理等主要学科领域，以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

会计与财务等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为基础，结合信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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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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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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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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组织行为。聚焦

于企业在新技术、新动态背景下的战略制定、选择与适应；

市场战略和措施的优化；组织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的提升；以

及复杂组织社会认知与社会动力和管理效率的关系等课题。

为组织管理从宏观到中观和微观的关键问题研判与应对提

供科学指引。

3.旅游管理(120203)

旅游管理专业关注于旅游业发展、区域旅游开发与管

理、区域旅游合作与管理等问题，以管理学为基础，同时应

用区域发展学、地理学、文化产业学、民族社会学、区域经

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着重研究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

旅游业融合发展、旅游产业跨文化管理、旅游企业管理和旅

游产业生态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

4.技术经济及管理(1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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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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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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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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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统计学

本一级学科含两个专业，以经济统计、数理统计、统计

交叉科学研究和数据科学为主要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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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

域的应用研究，具有较宽的学科覆盖面。

1.统计学(授经济学学位) (027000)

本专业所含方向为经济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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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应评价方法，重点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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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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转移培训等政策的效应。（4）计量经济模型、经济网络

数据建模与分析。

2.统计学(授理学学位) (071400)

本专业包括了数理统计、统计交叉科学研究、数据科学

三个专业方向。

其中，数理统计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1）统计诊

断，涉及多水平模型、充分降维、Meta分析、金融时间序列

和计量经济模型等； （2） 充分降维、变量选择、模型比

较、模型平均等统计理论研究，涉及非参数模型、混合模型、

Meta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3）随机模型及算法在金融

中的应用和改进。

统计交叉科学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1）统计

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物理学的交叉研究，通过统计实验及

统计建模，研究物种间及人类社会合作系统的维持机制、演

化特征、非对称性特征和策略选择等问题;（2）统计学理论

与方法在社会、经济、金融、管理、生物及医学领域的应用；

（3）结合工程应用，以统计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解决现

实问题，强调在不同领域下学习方法和算法性能的应用；（4）

矩阵代数在统计中的应用。

数据科学方向主要开展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领域的

研究。在机器学习、统计计算领域，集中于隐藏变量模型的

建模、估计算法、应用等方面的研究。研究重点是：（1）

针对矩阵型数据（如图像）的建模，包括双线性隐藏变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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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双线性概率主成分分析模型等；（2）针对混合因子分

析模型和因子分析模型分别研究新的快速估计算法；（3）

机器学习相关理论方法及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