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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共建的大学，是国家“双一流”

建设、“211工程”建设和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 

学校始建于 1949 年 11 月 6 日，创办之初由财政部主管，历经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

学院、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发展阶段，1996年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2000年，

学校由财政部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2005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6年成

为国家“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首批建设高校。长期以来，学校秉持“忠诚、团结、

求实、创新”的校训，传承“求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 10万余名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

家的摇篮”。 

学校总占地面积 1027165 平方米，其中学院南路校区占地面积 141962 平方米，沙河校区

占地面积 789798平方米。 

    截至 2017年 9月，全校教职工 1759人，其中专任教师 1178 人。教授 293人，占专任教

师总数的 24.87%，副教授 451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8.29%；具有博士学位者 862人，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 73.17%。 学校现有全日制学生 15359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 10101 人，硕士

研究生 4342人，博士研究生 674人，留学生 242人。 

学校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哲学、理学、工学、教育学、

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校设有 50 个本科专业，拥有经济学、管理学本科专

业自主设置权，拥有 8 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和 7 个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拥有应用经济

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会计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统计学

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世界经济二级学科和经济信息管理、跨国

公司管理交叉学科等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统计学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1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工

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和法律硕士等 13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其中工商管理、

会计、法律等三个专业学位与 2010年获批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全

国保险、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我校；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北

京市级精品课程 17 门，6 门国家级公开视频课，2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先后获得 6 项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和 30项北京市教学成果奖。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马克

思主义理论、统计学等 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首批 5 个试

点项目之一“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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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算研究院和首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财经研究基地。 

长期以来，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老一代教师中，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陈岱孙、

崔敬伯、崔书香、李宝光、刘光第、胡中流、李天民、张玉文、闻潜、姜维壮、魏振雄、王

佩真、侯荣华、李继熊等先后在校任教，其中一些老教授仍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学校先

后有 42人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学校拥有“千人计划”

入选者 2人、长江学者 7人、国家教学名师 2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4人、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支持人才”等各类杰出人才。学校是首批

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人文社科类院校。学校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3 个和北京市优秀

教学团队 7 个。近年来，学校着力在全球范围内平台式引进大批海外优秀人才，聘请了一批

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学院领导和学术带头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罗伯特·恩格尔、埃里克·马斯金、罗杰·迈尔森等担任学校学术委

员、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为学生授课。 

作为我国经济学、管理学学科领域的重要科研创新基地，学校充分发挥国家部委和地方

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

保证和有力的智力支持。“十一五”以来，学校承担了 440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重大科研课题。学校举办的各类论

坛和高水平国际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新世纪，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需求的新形势，学校注重对学生创新

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设立了人才培养模式试验区，着力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6 年和 2007 年，学校相继成为教育部“国家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首批高校。2010年, 学校

成为国家“财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院校和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院校。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快速推进，学校实施国际化战略，大力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已与遍及世界五大洲的高校、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 126 家单位

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6 年以来，作为国家援外项目培训发展中国家政府高级官员的学

校受中央政府委托，先后对来自 91个发展中国家 730 名政府高级官员进行培训，受到了广泛

好评。学校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首批 46 所高校之一。2005 年和 2007

年，学校先后成为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项目学校和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

生院校。 

学校根据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结合自身发展优势，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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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证，明确了学校的发展战略目标：将中央财经大学建设成为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热烈欢迎港、澳、台人士报考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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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2018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研究生简章 

 

一、招生专业、类别 

我校共有 79 个硕士专业（含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应用

心理、软件工程、法律（非法学）、法律（法学）、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会计

（MPAcc）、审计 14个专业学位）和 38 个博士专业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按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兼读制）。博士研究生学习方式全部为全

日制。 

二、报名资格 

（一）持有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香港、澳门

考生或持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考生。 

（二）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学士学

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力。同等学力考生，包括获得内地（祖国大陆）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

后满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 9月 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的考生，以及内地（祖国大陆）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对于以上同等学力考

生报考，我校提出如下要求： 

1.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过至少两篇与所报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2.必须于复试期间携带大专毕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学术论文原件及复印件进行资格

审查，如发现有应该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而以其他身份报考者以及不符合同等学力报考条件

者，则取消复试和录取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 

    3.复试时加试两门所报考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 

报考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专业学位，需本科毕业后满三年，专科毕业后满五年（从毕业

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 9月 1日）。 

（三）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

位相当的学位。 

1.具体学位要求（考生必须具备下列学位条件之一）：已获得硕士学位；国民教育系列应

届硕士毕业生，最迟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2.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在职攻读专业硕士学位人员和境外攻读硕士学位人员，

必须在报名时已获硕士学位。 

3.跨学科门类考生需参加跨学科门类加试考核，考核由招生学院在复试期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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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五）有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 

（六）考生获得海外教育机构学历的（在大陆高等教育机构获得的学位证书除外）须到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否则报名无效。认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6 号辉煌

时代大厦 6F-15，咨询电话：(010)62677800，网址：http://www.cscse.edu.cn/。相关考生在资

格审查时必须提供该中心认证书原件及其他所要求的材料。 

 

三、报名时间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全天 24 小时接受网上报名。 

 

四、报名地点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联系人：秦彦超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68945819，图文传真：(010)68945112  

广州：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联系人：曹刚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 69 号，邮政编码：510631  

      电话：(020)38627813，图文传真：(020)38627826  

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联系人：钟惠娟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83 号联合出版大厦 14 楼 1404 室  

      电话：(00852)28936355，图文传真：(00852)28345519  

澳门：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             联系人：邝子欣 

      地址：澳门罗理基博士大马路 614A-640 号龙成大厦 5-7 楼  

      电话：(00853) 28345403，图文传真：(00853) 28701076 

 

五、报名办法及程序 

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港澳台研

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缴费。  

网上报名的技术服务工作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负责，联

系电话：010-82199588。现场确认工作由报考点组织进行。 

（一）网上报名要求 

1. 考 生 应 在 规 定 报 名 时 间 登 录 “ 面 向 港 澳 台 招 生 信 息 网 ( 网 址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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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atzs.com.cn/)”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

公告要求报名并上传电子照片。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逾期不再补报。  

2.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  

3.考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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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现场确认要求 

1.所有考生均应按报考点要求对报名信息进行现场确认，逾期不再补办； 

2.考生现场确认时应按规定提交本人网上报名编号、有效身份证件、学士学位证书或硕

士学位证书（应届毕业生可于录取前补交，但须提交应届在读证明原件）或同等学历文凭，

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3.考生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和电子照片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

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生按报考点要求缴纳报考费； 

5.报考点打印《考生报名信息确认表》，考生签字确认后交报考点留存； 

6.考生按报考点要求提交相关报名材料副本。 

 

六、招生考试 

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 

（一）初试阶段：初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初试均为笔试，各科目考试时间均为

3 小时。 

硕士生初试中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和审计专业外国语满分为 100 分，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满分为 200 分，总分为 300 分；其他专业外国语满分为 100 分，其中应用心理专业

仅一门满分 300 分的业务课，其余专业两门业务课满分各为 150 分，总分为 400 分。 

博士生考试初试科目满分各为 100 分，总分为 300 分。 

博士生考试科目中： 

1.经济学基础（科目代码 2001）考试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占 35%）、西方宏观

经济学（占 35%）、计量经济学（占 30%）。 

2.管理学基础（科目代码 2002）考试内容包括管理学原理（占 35%）、西方微观经济学

（占 35%）、计量经济学（占 30%）。 

初试时间：2018 年 4 月 14 日至 15日。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上午 9：00-12：00，

下午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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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地点：北京市：由北京理工大学安排。   广州市：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安排。 

香港：由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安排。 澳门：由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安排。 

（二）复试阶段：初试合格者，由我校在研究生院网站上（http://gs.cufe.edu.cn）

通知参加复试的时间及地点。复试具体记分办法详见复试前公布的复试方案。 

 持海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的考生，须到（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学

历学位认证，复试时提交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七、录取和入学 

（一）学校根据考生报考材料、考试成绩、导师意见及体检结果综合评核后，确定录取

名单。录取通知书于 6 月中旬由我校另行发放。 

（二）新生于 9 月中旬前报到入学，具体时间以我校“入学通知书”中所注明的时间为

准。新生报到时，由学校进行身体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新生应按时报

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书面向学校研究生院请假，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

取消入学资格。 

 

八、基本修业年限与学费  

（一）硕士研究生 

1.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逻辑学、★精算学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三年。 

金融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社会与心理学院、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经济与

管理研究院、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

中心、统计与数学学院、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各学术型专业基本修业年限均为三年。 

其他各学术型专业基本修业年限均为两年。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方式全部为全日制。 

2.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审计、应用心理、软件工程、法

律（法学）各专业基本修业年限均为两年，法律（非法学）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三年，上述

专业入学后学习方式均为全日制。工商管理和会计专业基本修业年限均为两年，学习方式可

选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兼读制）；公共管理专业选择全日制学习方式其基本修业年限为两年，

选择非全日制（兼读制）学习方式其基本修业年限为三年。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费均为 8000元（人民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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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具体情况请查阅我校研究生院相应公告。 

（二）博士研究生 

金融学院、会计学院、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

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招收的博士研

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6 年；其他学院（研究院、中心）博士研究生基

本修业年限为 3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6年。 

博士研究生学费均为 10000元（人民币）/年。 

（三）特别提示： 

学费分次于每学年报到注册前交付。学员可交纳人民币或港元、澳元，交纳港元、澳元

时，按当天中国银行公布的汇率计价收费。 

 

九、学位 

课程学习合格、完成培养方案、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者，可授予相应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十、奖学金 

凡在我校就读的全日制香港、澳门、台湾及华侨研究生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奖学金，奖学

金类别、等级及奖励标准以国家颁布的最新政策为准。 

 

十一、其他说明 

（一）硕士专业为经济类专业的考生报考我校管理类专业，硕士专业为管理类专业的考

生报考我校经济类专业，不视为跨学科报考。硕士专业为数学（专业代码 0701）、统计学（专

业代码 020208）、统计学（专业代码 0714）和应用统计（专业代码 025200）的考生报考我校

★数理统计（专业代码 0714Z2）专业、经济类专业、管理类专业，不视为跨学科报考。 

（二）我校统计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四个二级学科专业，其中★数理统计（专业代码

0714Z2）专业授予理学硕士（博士）学位，★经济统计（专业代码 0714Z1）、★金融统计与

风险管理（专业代码 0714Z3）和★应用统计（专业代码 0714Z4）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博

士）学位。 

（三）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所有专业初试和复试内容一致，考生初试报名阶段报考专业

不为最终录取专业，录取时根据报考该院所有考生招生考试成绩排名（含初试和复试），按照

各专业招生人数在全院范围内统一排名录取。专业的选择实行分数高者优先选择的原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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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依照分数高低并按各专业的招生人数依次选择，直至各专业按招生人数录满为止。考试

成绩相同的考生，选择专业与报考专业一致者优先。法学院所有学术型专业、政府管理学院

所有学术型专业、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所有学术型专业、统计与数学学院的所有经济类学

术型专业报名、初试、复试和录取原则同经济学院。 

（四）金融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各专业均按照导师组统一招生，根据各专业

考生总成绩排名等综合情况，择优录取。录取学生入学后，经博士课程学习并通过博士学科

综合考试，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博士研究生导师。 

（五）联系部门：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0）86-10-6228903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邮政编码：100081 

（六）请考生经常登陆我校研究生院主页查询有关报考信息，学校网址：www.cufe.edu.cn  

研究生院网址：http://gs.cufe.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