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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为推广现代商学而建立的大学。源于 1917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创办的商科，著名社会活动家、

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任商科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时，为适应商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商科迁址上海，于 1921 年成立上海商

科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商科大学，著名教育家郭秉文任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任教务主任。几经变革，1932 年 8 月独立建校，定

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时为国内唯一的国立商科类本科高校。  

1950 年 8 月，学校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姚耐为院长、副院长。20 世纪 50 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

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厦门大学、东吴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的商学院或财经系科相继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遂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

财经类高等学校，云集了褚凤仪、褚葆一、李炳焕、李鸿寿、孙怀仁、吴承禧、王惟中、杨荫溥、龚清浩、许本怡、周伯棣、邹依仁、薛仲三、

周有光、尹文敬、刘絜敖、彭信威、胡寄窗、娄尔行等各学科著名教授。1980 年 3 月，学校隶属财政部领导。1985 年 9 月，学校更名为上海财经

大学。2000 年 2 月，学校划归教育部领导。2012 年 5 月，教育部、财政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签署共建上海财经大学协议。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和努力奋斗，学校现已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工诸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

1981 年，全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全国首批拥有国家重点学科；1993 年，全国首批设立社会科学博士后流动站；1996 年，学校

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00 年和 2007 年，学校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价；2005 年，成为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07 年，学校进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行列；2010 年，进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行列；2011 年，入选中

组部“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经济学与商学”世界一流学科群（涵盖统计学、理

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四个一级学科）。 

学校目前拥有 1 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4 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含培育），4 个财政部重点二级学科，6 个上海市重点二级学科，6 个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以及 2 个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工商管理 7 个

博士后流动站，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10 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59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软件工程等 15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83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5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及会计学等 40 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协同创新中心 3 个，国家重大战略咨

询智库 8 个，拥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教育部数理经济学重点实验室、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多个国家级基地和实验室以及首批上海市金融人才培训基地、

首批上海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等若干省级基地等。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为

A；统计学为 A-。 

开放办学是上财与生俱来的办学基因。改革开放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学校不断加强教育对外开放顶层设计，充实教育对外开放内容，凝聚全

校师生共识，打开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取得重要进展。学校以师资队伍全球化配置为基础，全面推进人才培养全球化，构筑

全球一流伙伴网络，提升学校人才培养国际竞争力。截至 2021 年 5 月底，学校已与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5 所大学或机构累计签订了 584 份合作

协议，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学府和国际金融公司等世界知名机构，内容涉及学术交流、合作科研、联合教学、学生交换学习等方面。 

百年薪火相传，上财人铭记“厚德博学、经济匡时”之校训，励精图治，奋发进取，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以万计的财经管理和相关

专业人才。学校将继续坚持现代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发展战略，为加快建设鲜明财经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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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一、招生专业、类别 

我校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的学科专业见“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和“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我校研究生按培养类型分学术型和专业学位型两种类型；按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兼读制）两种类型。其中，上海财经大学校本部招收的博士

研究生均为全日制，香港研究生教学点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均为非全日制（兼读制），详见“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方案”。硕士研究生中，工商管理硕士 02-04 方向、会计硕士 11 方向为非全日制（兼读制）硕士研究生，其余专业或研究方向均为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 

二、报考资格 

1．考生所持身份证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港澳地区考生持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 

（2）台湾地区考生持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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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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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等学历。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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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考以下硕士专业学位生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须符合下列条件： 

（1）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的人员，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 

（2）报考法律硕士（法学）的人员，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法学专业； 

（3）报考工商管理硕士的人员，为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或高职高专毕业后有 5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

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4）报考应用统计硕士 05 方向的人员，须达到波士顿大学的相关最低录取条件：①在复试前提交有效期内的雅思或托福成绩：雅思每个部分必须 6.5 分

及以上或 PBT 最低分数为 600 分或 IBT 最低分数为 90 分；②项目申请其他支撑材料，详见项目招生简章。如未达到上述要求将取消复试资格。录取学生应符

合波士顿大学国际学生的入学要求，即有效期内的 GMAT/GRE 成绩，GMAT710 分以上/GRE 成绩 324 分以上，且录取后第一学期应用统计硕士课程 GPA 必须

至少为 3.30。 

（5）报考会计硕士 11 方向的人员，为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1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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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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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和考试 

我校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相关规定如下： 

1．报考点 

（1）北京：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邮编：100081，电话：010-68945819，图文传真：010-68945112； 

（2）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院）：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邮编：200092，电话：021-65982683，图文传真：021-65988292； 

（3）广州：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69 号，邮编：510631，电话：020-38627813，图文传真：020-38627826； 

（4）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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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澳门：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澳门约翰四世大马路 7-9 号一楼，电话：00853-28555533，图文传真：00853-28355427。 

上述报考点负责招生宣传、组织考生报名和联络考生等工作。 

2．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按照报考点规定的方

式进行网上（现场）确认网报信息、缴纳报考费。 

（1）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2 月 25 日。 

①考生登录“内地（祖国大陆）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网址为 https://www.gatzs.com.cn/）”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报考点以及我校的网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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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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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网报信息填写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

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网上（现场）确认 

确认时间：2022 年 3 月 11 日前，具体时间详见报考点公告。 

①所有考生均应按报考点要求对报名信息进行网上（现场）确认，逾期不再补办。 

②考生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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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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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递交 

考生在按照报考点要求进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现场）确认的同时，应按以下条目所列内容准备申请材料，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前发送至我校研究生招生办

公室：yzb@sufe.edu.cn。材料递交时请注意将每份材料分别制作成一个 PDF 格式电子文件并按顺序命名，邮件标题为：2022 年港澳台地区 XXX 考生报考材料。 

①《考生报名信息确认表》； 

②包括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个人自述，1000 字以内； 

③报考条件规定的身份证件； 

④国家承认的前一学习阶段学历（学位）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2022 年应届毕业生提交学生证或学籍证明）； 

⑤高等教育阶段的学历教育成绩单； 

⑥前一学习阶段的学位论文摘要和目录； 

⑦可以证明考生学术能力、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成果（如学术论文、专利等）、获奖证书、证明材料等； 

⑧两封《上海财经大学报考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专家推荐信》（2022 年 3 月 20 日前由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亲笔签名

扫描后发送邮件至 yzb@sufe.edu.cn，邮件标题为：2022 年港澳台地区 XXX 考生专家推荐信）； 

⑨报考博士研究生考生还应提交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 

部分学院（所）将会对考生提交申请材料有特殊要求，请及时关注所报考学院（所）网站相关通知或拨打电话咨询。考生应及时、准确提交上述材料，并

保存好原件，在入学报到时交招生学院（所）查验。 

3．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由我校组织。根据境内外疫情防控形势、防控要求和学校工作实际，我校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入学考试拟采取网络远程

考试形式。 

（1）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方式为“申请考核”制，具体流程为： 

网上报名→网上（现场）确认→递交报考材料→初审→资格审查（仅针对进入综合考核阶段考生）→网络远程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进行，具体安排请考生密切关注我校的相关通知。 

（2）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①初试 

初试科目：各专业初试科目详见“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考试内容参见《上海财经大学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硕士研究生初试科目

考试大纲》（https://gs.sufe.edu.cn/Home/NewsDetail/2714）。初试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进行，考试方式为网络远程笔试。具体初试安排请考生密切关注我校

的相关通知。 

 

mailto:yzb@sufe.edu.cn
https://gs.sufe.edu.cn/Home/NewsDetail/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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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复试 

复试是研究生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包括专业综合知识、外语及综合能力，用于考查考生的专业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创新精神及综合素质等，是研

究生录取的必要环节，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复试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进行，考试方式为网络远程面试。具体复试安排请考生密切关注我校的相关通知。 

四、录取和入学 

根据考生的报名资料、入学考试成绩、健康申报审核等材料，综合审查后择优确定录取名单。录取名单由学校报省级招办审核，并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备案。《录取通知书》由我校直接快递寄发考生本人。 

新生于 9 月报到入学。新生报到后，由学校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复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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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书面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五、学习年限和学位 

1．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4 年，其中经济学院、商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财经研究所)、金融学院、数学学院、统计与管

理学院、法学院各专业学习年限为 4 年，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专业学习年限为 3 年。我校香港研究生教学点所设专业学习年限另行规定。在规定时间

内未完成学业，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累计最长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六年。 

2．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2-3 年。其中工商管理硕士 02-03 方向和会计硕士 11 方向等专业研究方向学习年限为 2.5 年，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概率论与数理

金融、最优化与控制、应用统计硕士 05 方向等专业或研究方向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他专业或研究方向学习年限均为 2 年。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学业，可申请延

长学习年限，累计延长学习年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 

3．课程学习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可授予相应学位。 

六、学费标准 

上海财经大学校本部学生：学费按学年交付，首次于入学报到前付清。 

博士研究生：哲学（代码 0101）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代码 0305）一级学科学制内每学年学费为 9000 元，其他学科学制内每学年学费为 10000 元。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哲学（代码 0101）、马克思主义理论（代码 0305）和中国语言文学（代码 0501）一级学科学制内每学年学费为 7000 元外，其他学科

学制内每学年学费为 8000 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如下： 

专业领域名称 
学费总额  

（万元） 

学制  

（年） 
专业领域名称 

学费总额   

（万元） 

学制     

（年） 

金融硕士（01-04 方向） 18.8 2 法律硕士（法学） 6 2 

金融硕士（11 方向） 20.8 2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7 2 

应用统计硕士（01-04 方向） 20 2 英语笔译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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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名称 
学费总额  

（万元） 

学制  

（年） 
专业领域名称 

学费总额   

（万元） 

学制     

（年） 

应用统计硕士（05 方向）1 20 1.5+1.5 日语笔译 6 2 

应用统计硕士（11 方向） 15 2 工商管理硕士（01 方向） 28.8 2 

税务硕士 12.8 2 工商管理硕士（02 方向） 32.8 2.5 

国际商务硕士 9.8 2 工商管理硕士（03 方向） 36.8 2.5 

保险硕士 18.8 2 工商管理硕士（04 方向） 42.8 2 

资产评估硕士 12.8 2 会计硕士（01 方向） 16.8 2 

法律硕士（非法学） 6.9 3 会计硕士（11 方向） 22.8 2.5 

香港研究生教学点学费标准另行规定。 

七、管理工作 

港澳台地区研究生的教学管理工作由研究生院和学生所在学院（所）分工负责，其他管理工作由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 

八、其他事项 

1．新生入学时，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须与学习期限相适应，或至少一年。 

2．符合港澳台研究生招生报名条件者，既可参加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考试，也可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考试科目不设思想政治理论。 

3．经教育部批准，我校除参加教育部组织的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招生考试之外，每年秋季可自主组织针对我校香港研究生教学点的面向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招生考试。具体办法见“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 2022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方案”。 

                                                        
1 该方向为国际合作项目，其中 1.5 年在我校学习，1.5 年在波士顿大学学习，学费标准为人民币 200000 元+外方学费，外方学费根据学分互认原则，学生修读国内相应课程学分后，外

方学校给予相应学费减免后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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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简介 

 

经国家教育部和香港学术评审局批准，上海财经大学与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合作，于香港成立了研究生教学点，开设金融学博士、企业管理博士及工商管理

硕士（MBA）课程，成为第一所在香港开展研究生学历、学位教育的内地高校。 

在香港设立研究生教学点，目的是为港澳台地区经济建设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育和负担专门管理工作能力的高层次经济理论或经济管理人才，

为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并通过组织异地教学，向港澳台地区人士弘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展示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态势，并借此促进内地与港澳台

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香港开设非全日制（兼读制）研究生课程，可方便学生本地就读，不占用工作时间，并减少学生往返上海香港之间的大量时间和经费支出。同时通过学

习，掌握内地经济、金融、财税等方面的政策，了解内地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在经济发展中捕捉商机。 

 

咨询电话：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8621-65903795、65903941) 

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00852-25811122） 

电子信箱：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yzb@sufe.edu.cn) 

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shufe@hkfsi.edu.hk） 

网    址：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https://gs.shufe.edu.cn/) 

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http://www.hkfsi.edu.hk) 

http://gs.sh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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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方案 

 
一、招生范围 

仅限我校香港研究生教学点招收培养的金融学专业和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二、报考条件 

1．考生所持身份证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港澳地区考生持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 

（2）台湾地区考生持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2．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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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考程序 

1．网上报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s://yz.sufe.edu.cn/）在线填写报考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待定。 

2．材料递交：考生须向我校香港研究生教学点递交以下材料： 

（1）《香港、澳门、台湾人士攻读内地（祖国大陆）招生单位博士学位申请表》； 

（2）有效身份证件副本（港澳地区考生提交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地区考生提

交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3）国家承认的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副本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副本（2022 年应届毕业生提交学生证或学籍证明）； 

（4）两封《上海财经大学报考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专家推荐信》； 

（5）硕士学位的成绩单； 

（6）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目录； 

（7）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个人研修计划； 

（8）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证明材料、各类证书和成绩单（例如托福、雅思成绩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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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同一底片的二寸照片两张。 

报考费为 600 港元。报名后不参加考试者不退报考费。  

3．综合考核：由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负责组织。综合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部分，其中笔试考核内容为“经济学”和“金融学基础”（报考金融学专

业）或“管理与营销”（报考企业管理专业），具体考试内容参见《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考试大纲》。我校将根据境

内外疫情防控形势、防控要求和学校工作实际，确定我校香港研究生教学点 2022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博士研究生考试安排，请考生密切关注我校

的相关通知。 

四、录取和入学 

根据考生的报名材料、考试成绩、导师意见综合审查后确定拟录取名单。录取名单将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经省级招办审核后，分别报送教育部高校学生

司、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录取名单纳入教育部学籍学历电子注册范围。 

新生于 9 月报到入学。新生应按时报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书面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

为放弃，取消入学资格。 

五、学习年限和学位 

学习年限为三年，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学业，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累计最长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六年。 

课程学习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可获相应的博士学历学位证书。 

六、学费标准 

22 万元（港币）。 

七、开班条件 

金融学和企业管理专业的最低开班人数均为 12 人，人数不满不开班。 

八、咨询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电话：00852-25811122，邮箱：shufe@hkfsi.edu.hk。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电话：8621-65907858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电话：8621-65902427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8621-65903795、65903941，邮箱：yzb@s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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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人文学院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

义 

02 马克思主义经济认识论 

03 当代经济现实的哲学问题研究 

04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及其当代意

义 

陈  忠、范宝舟、刘静芳、林  晖 

刘长喜、康  翟 

“申请考核”制选拔  

010103 外国哲学 01 德国古典哲学 

02 当代英美哲学 

03 西方经济哲学思想史 

倪剑青、方红庆、韩  亦 “申请考核”制选拔  

010105 伦理学 01 伦理学元理论 

02 经济伦理学 

03 儒学与伦理 

郭美华、徐国利、章益国、谭琼琳  

朱  璐、王  格 

“申请考核”制选拔  

经济学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1 中外制度经济理论 

0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比较 

0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 

04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马  艳、陈  波、冒佩华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102 经济思想史 01 中国经济思想史 

02 外国经济思想史 

程  霖、王  昉、伍山林、陈旭东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103 经济史 01 中国经济史 燕红忠、李耀华 “申请考核”制选拔  

商学院 020105 世界经济 01 国际金融与开放宏观经济 

02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03 国别与区域经济研究 

靳玉英、丁浩员、聂光宇、谢  天 

李  溦、李  新 

 

“申请考核”制选拔  

 

 



 

 

11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1 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 

02 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蒋传海、居  恒、余典范、姜  波 

李卓政、李  眺、干春晖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2 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 

03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自贸区 

鲍晓华、朱林可、MAI JIACONG 

 

“申请考核”制选拔  

120202 企业管理 01 战略与创新创业 

 

02 大数据分析与供应链管理 

 

03 人力资源管理 

 

04 市场营销 

贺小刚、徐  飞、刘志阳、蔺  楠 

董  静、符如春伊 

谢家平、田中俊、魏  航、王文斌 

许淑君、谢  磊、王  璐、陶之杰 

李劲松、陈志俊、欧阳侃、韩玉兰 

舒  睿、蔡亚华                 

王晓玉、江若尘、高维和、叶巍岭 

孙  琦、吴  芳、龚  晗、田  鼎 

江晓东 

“申请考核”制选拔  

公共经济

与管理学

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01 国民经济管理 

02 中国资本市场理论与实务 

03土地与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及政策 

04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 

王克强、郭  峰、宗庆庆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203 财政学 01 财政理论与宏观财政政策 

02 公共支出与社会保障 

03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丛树海、刘小兵、范子英、吴一平 

邓淑莲、曾军平、张牧扬、郭长林 

唐  为、陈建国、赵国春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2Z3 房地产经济学 01 房地产金融 

02 房地产投资 

姚玲珍、王洪卫、张  莉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2Z5 税收学 01 税收理论与政策 

02 国际税收 

朱为群、田志伟 “申请考核”制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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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202Z6 投资经济 01 投融资理论与政策 

02 国际投资理论与政策 

03 固定资产投资理论与政策 

04 金融市场理论与政策 

应望江、杨  晔、冯旭南、邓筱莹 “申请考核”制选拔  

120401 行政管理 01 政府改革与创新 

02公务员制度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 

03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 

04 公共组织与管理 

05 地方治理创新 

蒋硕亮、王  峰、王  茵 “申请考核”制选拔  

120404 社会保障 01 劳动与社会保障 

02 健康与医疗保障 

汪  伟、杨翠迎、李  华、于  洪 

张  熠、余央央 

“申请考核”制选拔  

1204Z1 公共政策 01 城市发展政策 

02 公共教育政策 

03 社会政策 

李会平、胡光元、陈  佳、冯苏苇 

唐  敏、朱  祎 

“申请考核”制选拔  

1204Z2 政府预算管理 01 公共预算的理论与实践 

02 财政透明度 

郑春荣、徐曙娜、余锦海 “申请考核”制选拔  

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

院（财经研

究所）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1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 

03 城市经济理论与城市群研究 

豆建民、刘乃全、张学良、黄赜琳   

计小青、邓涛涛、孟美侠、王小明   

胡  彬、严剑峰、汪  晨、范恒山 

孙海鸣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2Z1 农业经济学 01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都市农业与食品经济学 

03 农业资源与农村区域发展 

吴方卫、许  庆、张锦华、王常伟 

孙  星、盖庆恩 

“申请考核”制选拔  

0202Z2 城市经济与管理 01 城市及城市群经济 

02 城乡建设与管理 

03 城市能源经济与管理 

04 城市房地产金融与管理 

曹建华、何  骏、张祥建、杨  嬛   

刘江华、王  婧、关大博 

 

“申请考核”制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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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5 自由贸易区经济与管理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01 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 

02 国际金融 

 

03 货币理论与政策 

 

04 证券期货 

 

05 公司金融 

 

 

06 金融工程与投资管理 

07 信用管理 

08 保险学 

09 精算学 

徐龙炳、杨金强、陈选娟 

于  研、金洪飞、冯  玲、王龑楚 

王文雅、谈儒勇、罗素梅 

柳永明、邹  平、盛松成、刘  冲 

曹  啸 

陆  蓉、朱小能、徐浩宇、罗  丹 

康文津、陕晨煜、闵  敏 

李  曜、徐晓萍、刘莉亚、郭丽虹 

李  科、马文杰、邓  辛、付时鸣 

Weilin Liu 

王明涛、韩其恒 

李  宏 

赵桂芹、粟  芳 

曾旭东 

“申请考核”制选拔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01 基础数学 

02 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 

 

03 概率论与数理金融 

04 最优化与控制 

殷允川、王艳华、杨世海 

程  晋、徐定华、黄学海、刘可伋 

江  渝 

何  萍、徐承龙、马俊美 

王燕军、顾满占、崔雪婷 

“申请考核”制选拔  

统计与管

理学院 

0714Z1 数理统计学 01 数理统计学 柏  杨、黄  涛、李卫明、李  涛 

王绍立、尤进红、张立文、孙六全 

“申请考核”制选拔  

0714Z2 经济统计学 

 

01 经济统计学 常  宁、杨  楠、许宪春 “申请考核”制选拔 授经济学学位 

0714Z3 金融统计与风险

管理 

01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卞世博、崔翔宇、黄  勉、骆司融 

张志远、赵宏飙、朱倩倩、陈  敏 

“申请考核”制选拔  

0714Z4 应用统计学 01 应用统计学 冯兴东、贺  莘、刘  旭、吴纯杰 

王  刚、张拔群、赵海兵、周  帆 

钟玉洁、吴梦云、韩  邈、邱怡轩 

“申请考核”制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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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孙建光、祖拉提·力提甫 

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01 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 

02 社会行政法 

03 政府法治 

04 教育法学 

张淑芳、徐继强、徐  键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 

02 商法 

03 民事程序法 

04 金融私法 

朱晓喆、葛伟军、叶名怡、李  宇 

郝振江、何佳馨、樊  健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107 经济法学 01 经济法理论 

02 竞争法 

03 财税法 

04 金融法 

0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06 自由贸易法治 

07 法律金融学 

郑少华、单飞跃、刘水林、张占江 

吴文芳、李  睿、秦  策、顾功耘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01 环境资源保护法基础理论 

02 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 

03 自然资源法 

04 环境法与金融学 

05 投资、贸易与环境法 

郑少华、马  洪、周杰普、胡  苑 

叶榅平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109 国际法学 A 组： 

01 国际公法 

02 国际私法 

03 国际经济法 

04 国际组织法 

05 国际经济条约与自由贸易法制 

宋晓燕、刘晓红 

 

 

 

 

 

“申请考核”制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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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01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02 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0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意

义 

张桂芳、刘  洋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0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发展

研究 

02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中国现

代化进程 

0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 

0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 

刘光峰、曹东勃、郝  云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02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手段和

方法的创新研究 

03 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问题研究 

章忠民、裴学进、夏明月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01中国近代史基本规律与“四个选

择”问题研究 

02中国近现代民族复兴进程研究 

03社会变迁与制度文化 

王志明 “申请考核”制选拔 

 

 

0305Z1 当代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 

0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丁晓钦、陆  夏 “申请考核”制选拔 

 

 

注：标有下划线的为“扶优扶强”专项计划指导教师，申请“扶优扶强”专项计划的考生，在报名阶段必须在导师栏填写“扶优扶强”专项计划导师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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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人文学院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

学 

01 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及其

当代意义 

02 马克思主义经济认识论  

03 当代经济现实的哲学问题

研究 

①2010 英语②6110 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③8020 哲学

综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010103 外国哲学 01 德国古典哲学 

02 当代英美哲学 

03 西方经济哲学思想史 

①2010 英语②6110 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③8020 哲学

综合 

《西方哲学史》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2 年）；《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

二 版）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010105 伦理学 01 伦理学元理论 

02 经济伦理学 

03 儒学与儒商 

①2010 英语②6110 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③8020 哲学

综合 

《企业伦理学》徐大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0303Z1 理论社会学 01 理论社会学 ①2010 英语②6120 社会学

与社会史理论③8030 社会

研究方法 

《社会学教程》（第四版）王思斌，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6 年）；《社会学理论的

结构》（美）特纳著（2006 年）；《社会

学》（第七版）（英）吉登斯，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 年）；《社会研究方法》（第

3 版）张彦、刘长喜、吴淑凤，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8 年） 

 

0303Z2 经济社会学 01 经济社会学 ①2010 英语②6120 社会学

与社会史理论③8030 社会

研究方法 

《社会学教程》（第四版）王思斌，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6 年）；《社会学理论的

结构》（美）特纳著（2006 年）；《社会

学》（第七版）（英）吉登斯，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 年）；《社会研究方法》（第

3 版）张彦、刘长喜、吴淑凤，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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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0303Z3 社会史与社会

发展研究 

01 社会史与社会发展研究 ①2010 英语②6120 社会学

与社会史理论③8030 社会

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史概论》冯尔康，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4 年）；《中国古代史》（上下

册，第 5 版）朱绍侯，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050101 文艺学 01 文艺美学 

02 古代文论 

03 中西诗学 

①2010 英语②6130 中国语

言文学综合③8040 文学评

论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中国文学理

论批评史教程》张少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

学 

01 古典文献校释 

02 中国传统文化 

①2010 英语②6130 中国语

言文学综合③8040 文学评

论 

《中国古文献学》孙饮善，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6 年）；《文献学讲义》王欣夫，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目录学发

微》余嘉锡，中华书局（2009 年）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秦两汉六朝文学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①2010 英语②6130 中国语

言文学综合③8040 文学评

论 

《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5 年）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

学 

01 中国现当代文学 

02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

究 

①2010 英语②6130 中国语

言文学综合③8040 文学评

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

严加炎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编，东

方出版中心（2003 年）；《中国现代文学

30 年》（修订本），钱理群等编，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6 年）；《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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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050301 新闻学 01 媒介经营与管理 

02 经济新闻 

03 数据新闻 

 

 

 

 

 

 

 

①2010 英语②6140 新闻传

播史论③8050 新闻传播实

务 

《新闻学概论》（第 6 版）李良荣，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8 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

史》（第 2 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1 年）；《传媒经济学教程》

（第二版）喻国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新闻采访教程》（第 2 版）

刘海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新

闻编辑学教程》（第二版）吴飞，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5 年）；《当代新闻写作》（第

二版）白贵、彭焕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

五版）（荷）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050302 传播学 01 广告与营销 

02 新媒体和商务传播 

①2010 英语②6140 新闻传

播史论③8050 新闻传播实

务 

《新闻学概论》（第 6 版）李良荣，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8 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

史》（第 2 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1 年）；《传媒经济学教程》

（第二版）喻国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新闻采访教程》（第 2 版）

刘海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新

闻编辑学教程》（第二版）吴飞，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5 年）；《当代新闻写作》（第

二版）白贵、彭焕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

五版）（荷）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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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经济学院 025100 金融硕士 11 金融计量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10 金融学综合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六版）

杰弗里·M·伍德里奇（Jeffrey 

M.Wooldridg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商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硕士 01 国际贸易与投融资管理 

02 产业分析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40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全球商务》（第三版）彭维刚（Mike 

W.Peng）著，易靖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6 年）；《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第十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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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际投资学》杨晔、

杨大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年）；

《产业经济学教程》（第五版）龚仰军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202Z3 体育经营管理 01 体育营销管理 

02 体育产业管理 

03 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 

04 健康经济与管理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8010 经济学 

《体育产业概论》第二版曹可强 张林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中国

体育产业发展报告》（最新版）主编：李

颖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 

 

01 工商管理(全球) 

02 工商管理 

03 工商管理(金融投资) 

04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

士 

①2010 英语②1990 管理类

综合能力③--无 

 

不指定参考书目 02-03 方向学

制 2.5 年 

02-04 方向为

非全日制（兼

读制） 

公 共经 济

与 管理 学

院 

025300 税务硕士 01 税收政策与管理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30 税务专业基础 

同初试考试大纲 
 

025600 资产评估硕士 01 资产评估硕士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60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同初试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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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城 市与 区

域 科学 学

院（财经研

究所）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1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 

03 园区规划与管理 

04 区域财政与金融 

05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8010 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中译本），

哈威•阿姆斯特朗与吉姆•泰勒，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7 年）；《区域经济学》孙海

鸣、张学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0202Z1 农业经济学 01 都市农业与食品经济学 

02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03 农村资源与农村区域发展 

04 农业技术经济学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8010 经济学 

《中国农业经济学教程》罗伟雄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0202Z2 城市经济与管

理 

01 城市经济发展规划 

02 城市公共管理与政策 

03 城市金融管理 

04 城市经济投资与风险管理 

05 自由贸易区经济与管理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8010 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蔡孝箴，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城市经济学》阿瑟•奥沙利

文，中信出版社（2003 年）；《Urban 

Economics 》 Arthur Osullivan, 

McGraw-Hill/Irwin, 5th Publication（2002 年） 

 

0202Z9 能源经济 01 能源和环境经济理论与政

策 

02 能源经济安全与区域能源

管理 

03 能源工程项目管理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8010 经济学 

《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研究》

曹建华、张祥建、王小明，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2012 年）；《高级能源经济学》

林伯强、牟敦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 

 

 

金融学院 025100 金融硕士 

 

01 金融分析师 

02 金融科技 

03 金融工程与量化投资 

04 财富管理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10 金融学综合 

 

金融科技、金融工程与量化投资方向复试

须加试计算机编程（C++），考试内容参

考《C++程序设计》（第 2 版）谭浩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其他方向不指定参考书目 

 

025500 保险硕士 01 保险学 

02 精算师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50 保险专业基础 

不指定参考书目  

数学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硕士 11 统计计算与数据建模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20 统计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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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070101 基础数学 01 复分析与复几何 

02 代数与代数几何 

03 代数密码理论及应用 

04 偏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 

①2010 英语②6010 数学分

析③8070 高等代数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701Z1 应用数学与计

算科学 

01 矩阵计算 

02 偏微分方程高性能数值方

法 

03 数据计算及反问题 

04 可计算建模 

05 复杂网络理论及应用 

①2010 英语②6010 数学分

析③8070 高等代数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701Z2 概率论与数理

金融 

01 随机过程及应用 

02 金融模型的数值方法 

03 应用概率 

04 随机微分方程 

05 统计反演与金融数据分析 

①2010 英语②6010 数学分

析③8070 高等代数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701Z3 最优化与控制 01 最优化理论及应用 

02 最优控制理论及应用 

03 图论及其应用 

04 随机优化 

05 金融风险管理与机器学习

方法 

①2010 英语②6010 数学分

析③8070 高等代数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统计与管

理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硕士 

 

01 数据科学与商务统计 

02 人工智能与金融统计 

03 机器学习与健康统计 

04 大数据技术与经济统计 

05 上财-波士顿大学数理金

融和金融科技硕士  

①2010 英语②3010 数学③

4320 统计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05 方向学制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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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01 法律和经济学 

02 法律和公共政策 

03 法与社会科学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2 法律史 

 

01 经济法律史 

02 民商事法律史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01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学 

02 经济行政法 

03 经济宪法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4 刑法学 

 

01 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 

02 白领犯罪 

03 刑法适用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学 

02 商法学 

03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04 知识产权法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6 诉讼法学 

 

01 民事诉讼法 

02 公证制度 

03 商事仲裁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7 经济法学 

 

01 经济法理论 

02 竞争法 

03 金融法 

04 财税法 

05 企业法 

06 法律和金融学 

07 法与税收科学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01 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法 

02 土地与自然资源法 

03 能源法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经济法 

02 国际私法 

03 国际组织法 

04 WTO 法 

05 国际税法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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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

学） 

01 自由贸易法治 

02 财经法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学制 3 年 

035102 法律硕士（法

学） 

01 财经法 

02 国际金融法 

①2010 英语②6160 基础法

学一③8090 基础法学二 

不指定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01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02 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整

体性研究 

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

当代意义 

0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理 

①2010 英语②6150 马克思

主义原理③8060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

态发展研究 

02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

中国现代化进程 

0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建

设 

0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 

①2010 英语②6150 马克思

主义原理③8060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选集（1-4 卷）；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外文出版社（2020 年）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

方法论研究  

0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

理研究 

03 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问题研究 

04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

史与基本经验研究 

①2010 英语②6150 马克思

主义原理③8060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义平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年）；《现代思想政  

治教育学》张耀灿等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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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01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与

“四个选择”问题研究 

02 中国近现代民族复兴进程

研究 

03 社会变迁与制度文化 

 

①2010 英语②6150 马克思

主义原理③8060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国近代史:1840-1919》李侃等，中华书

局（1994 年）；《史学概论》庞卓恒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中国现代史》

（第三版）王桧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中国共产党简史》本书编写组，人

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  

 

0305Z1 当代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 

01 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02 中外理论经济学比较  

03 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与应用经济学 

①2010 英语②6150 马克思

主义原理③8060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程恩富、冯金华、  

马艳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年） 

 
 

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2010 英语②3540 汉语基

础③4450 汉语国际教育基

础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北京语言

大学出版社（2020 年）；《语言学纲要》

（修订版）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0 年）；《跨文化交际》祖晓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年） 

 

外国语学

院 

055101 英语笔译 01 财经与商务 ①2110翻译硕士英语②3570

英语翻译基础③4480 汉语

写作与百科知识 

《英语笔译实务》(三级) 张春柏，外文出

版社（2009 年）；《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

践》李长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年）；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Newmark, 

Peter.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年） 

 

055105 日语笔译 01 财经与商务 ①2130 翻译硕士日语②

3590 日语翻译基础③4480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汉日双向全译实践教程(第二版)》陈端

端、高芃主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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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备注 

会计学院 125300 会计硕士 01 会计与公司财务  

 

①2010 英语②1990 管理类

综合能力③--无 

复试中加试会计学、财务管理、政治。会

计学考试内容参考：《会计学》（第六版）

陈信元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

年）；《管理会计》（第四版）潘飞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财务管

理考试内容参考《公司理财》（原书第 11

版）（美）罗斯，吴世农等译，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7 年） 

 

MPAcc 中

心 

125300 会计硕士 11 会计与财务精英 ①2010 英语②1990 管理类

综合能力③--无 

复试中加试会计学、财务管理、政治。参

考书目：《会计学》（第六版）陈信元主

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 年）；《管

理会计》（第四版）潘飞主编，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社（2019 年）；《公司理财》（原

书第 11 版）（美）罗斯，吴世农等译，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学制 2.5 年 

非全日制（兼

读制） 

说明：考试科目①指的是第一单元考试，②指的是第二单元考试，③指的是第三单元考试，各科目具体考试内容参见《上海财经大学 2022 年面向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硕士研究生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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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考试大纲 

 

一、“经济学”部分 

（一）微观经济学： 

1.消费者理论：偏好关系、效用最大化与需求函数、比较静态分析（参数变化对需求函数的影响）、斯勒茨基方程、需求函数的性质、需求加总、消费者

剩余； 

2.不确定下的个体决策理论； 

3.厂商理论：技术与生产函数、成本最小化与成本函数、利润最大化与竞争性供给函数； 

4.局部均衡理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博弈论； 

5.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 

6.外部性、公共品与市场失灵。 

注：附录中优化等方法是求解经济学问题的必要工具。 

（二）宏观经济学： 

1.宏观经济指标； 

2.经济增长：增长核算、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3.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需求与总供给、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学的新近发展； 

4. IS-LM 模型、国际收支、汇率、浮动和固定汇率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 

5.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消费、投资、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金融市场、稳定化政策； 

6.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国际调节。 

 

二、“管理与营销”部分 

（一）管理学： 

1.管理的四个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2.战略管理： 

（1）商业模式、商业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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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特的五力模型、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generic competitive strategy)、蓝海战略(blue ocean strategy)、波士顿矩阵(BCG matrix)； 

（3）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资源、能力与竞争优势； 

（4）企业社会责任(CSR)：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道德、社会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 

（5）绩效：平衡积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标杆(Benchmark)、效用与效率(Effectiveness & efficiency)。 

3.创新创业： 

（1）创造力(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熊彼得租金(Schumpeterian rents)，创新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2）风险(risk)、不确定性(uncertainty)； 

（3）变革管理：平静水域观与激流险滩观。 

4.组织理论： 

（1）有限理性：满足(satisfying)、抱负水平(aspiration)、启发式(heuristic)； 

（2）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员工敬业度(employee engagement)、公平(justice)、领导力理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目标

设置理论(goal-setting theory)、群体思维(groupthink)、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马斯洛需求模型、组织公民行为(OCB)； 

（3）组织结构：传统与当代的组织结构、指挥链、矩阵结构； 

（4）组织文化、价值观。 

（二）营销学： 

1..消费者决策相关理论：消费者偏好，消费者满意度等理论框架； 

2..企业营销战略相关理论：SWOT，PEST，4P 等理论框架； 

3..品牌，价值传播相关理论：品牌管理相关理论， 整合营销传播相关理论。 

 

三、“金融学基础”部分 

（一）公司金融： 

1. 估值与资本预算：现金流折现股价、净现值和其他投资评价方法、投资决策、实物期权和资本预算、股票估值； 

2. 风险：收益与风险、定价模型； 

3. 资本结构：资本结构的基本概念、债务运用的限制、杠杆企业的估值与资本预算； 

4. 股利政策和其他支付政策； 

5. 长期融资：融资方式及相关理论和问题； 

6. 期权、期货与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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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短期融资：现金管理、信用问题； 

8. 收购与兼并、财务困境。 

（二）资产定价： 

1. 资产类别与金融工具、证券交易、共同基金与其他投资公司； 

2. 资产组合理论：风险厌恶与资产配置、最优资产组合； 

3. 资本市场均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多因素模型； 

4. 有效市场假说、行为金融； 

5. 固定收益证券：债券价格与收益、利率的期限结构、债券资产组合管理； 

6. 证券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与行业分析、权益估值模型、财务报表分析； 

7. 衍生证券：期权市场与期权定价、期货市场、互换与风险管理； 

8. 投资组合管理：投资组合业绩评价、投资的分散化、积极型投资组合管理。 

（三）国际金融： 

1. 国际收支：基本含义、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平衡； 

2. 外汇与汇率：基本概念、汇率变动、外汇管制、风险管理； 

3. 外汇市场与外汇交易； 

4. 汇率理论：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汇率决定的货币论、汇率的资产组合、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汇率理论、汇率的微观分析； 

5. 国际收支理论：弹性论、贸易乘数、吸收论、货币论、结构论、政策配合论； 

6. 汇率制度：汇率制度的类型、不同的汇率制度、最优货币区理论、汇率制度的选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外汇冲抵干预； 

7. 国际储备：基本概念、国际储备的构成及现状、国际储备管理、国际货币与储备货币体系、中国的国际储备； 

8. 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度、储备货币本位制度、牙买加体系及其改革、国际货币一体化； 

9. 国际金融市场：概念、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国际黄金市场； 

10.货币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基本原理、货币危机模型、货币危机传染、主权债务危机。 

（四）货币银行学： 

1.货币与货币制度：货币形式的演变、职能、货币制度； 

2.利息与利率： 种类与计算、利率的决定理论和影响因素、利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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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市场：金融工具、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4.金融机构体系：金融结构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金融机构的构成、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 

5.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业务、货币信用创造、经营管理； 

6.中央银行：产生与发展、中央银行制度、性质与职能、中央银行业务； 

7.货币供求与均衡：货币的需求、供给、均衡； 

8.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9.货币政策：目标、根据、中介指标、传导机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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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所)联系人及电话 

 

 学院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人文学院 刘长喜、赵丹 8621-65901130 

经济学院 陈爱琴 8621-65903224 

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 吴琼 8621-65907858 

商学院（国际商务硕士） 周佳 8621-65907305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王伟峰 8621-65580018 

商学院（体育经营管理） 刘仁君 8621-65904807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董犇韡 8621-65904799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财经研究所） 盛伟 8621-65903581 

金融学院 张溢宁、张明丽 8621-65908377 

数学学院 郑月竹 8621-65902397 

统计与管理学院 张娜 8621-65901076 

法学院 陈骏杰 8621-659034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叶琦甄 8621-65900568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刘凝子 8621-65315752 

外国语学院 申力遥 8621-65903769 

会计学院 朱颖 8621-65904733 

MPAcc 中心 吴剑青 8621-65365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