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856 经济学综合基础考试大纲 

 

经济学综合基础的考试内容包括四部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

济学、国际经济学。 

 

 

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学 

一、考试要求：学生应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理解市场

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了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

以及宏观经济学中不同学派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分歧及其原因，并学会运用宏观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和分析宏观经济现象。 

 

二、考试大纲： 

（一）序言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特点；看宏观经济学的流派与方法之争；中国宏观经济

现象和基本事实。 

 

（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国民收入核算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GDP的三种核算方法；国民收入

核算体系中的其他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国民收入（NI）、个人收入（PI）和可支

配收入（DPI）等；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价格指数的构造、几种常用的价格指

数(CPI、PPI 和 GDP 消涨指数等)、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和实际利

率等。 

 

（三）总产出－总支出模型:产品市场均衡 

宏观均衡的概念和含义；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总产出－总支出模型和乘数；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财政政策；乘数-加速数原理。 

 

（四）货币、利息和收入：IS-LM模型 

商品市场均衡和 IS曲线；货币市场均衡和 LM曲线；IS-LM模型的含义及其

均衡；总需求曲线的含义及其推导。 

 

（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于 IS-LM模型的分析 

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效果；财政政策和挤出效应；其他宏观政策及其不

同政策搭配。 

 

（六）开放经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国际收支与汇率；国际收支平衡的概念和国际收支平衡曲线；开放经济中的

IS曲线和 LM曲线；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克鲁格曼金三角及

其政策含义。 



 

（七）总供给：工资、价格和失业 

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及其意义； 工资－失业的关系；工资和价格为什么粘

性；菲利普斯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关系；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以及货币扩张的效

应；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 

 

（八）通货膨胀和失业 

就业、失业和失业率的概念及其核算；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失业类型：

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效率工资；失业的损失；

通货膨胀的损失、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通货膨胀税；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

政治性经济周期。 

 

（九）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事实和规律；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经济增长的 Solow

模型及其经济学含义；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

步；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 

 

（十）消费与储蓄 

消费的主要特征、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不确定性下的消费

理论、两期消费模型中利率对消费的影响 

 

（十一）投资 

投资的主要特征、固定资本投资决定的新古典分析法、住房投资、库存投资 

 

（十二）货币需求和货币需求理论 

货币的概念和货币构成、货币的职能、货币需求理论、有关货币和利率的经

验事实 

 

（十三）货币乘数、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工具；货币政策

的控制目标；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成本 

 

（十四）稳定化政策 

政策的时滞；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相机抉择；预期和卢卡斯批判；政治

经济周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或者动态不一致；货币政策规则和泰勒规则 

 

（十五）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 

国债的概念；政府预算平衡；周期性预算赤字；李嘉图等价；流动性约束；

结构性赤字；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 

 

 

第二部分  微观经济学 

 

一、考试要求 



掌握基本原理以及初步的数理方法；能够用基本原理分析现实中的微观经济

现象与问题；能够对现实中的微观经济政策进行合理的评价；能够用基本的数理

模型求解基本的经济学问题。 

 

二、考试大纲 

（一）市场及其均衡 

供给、需求与均衡 

弹性及其应用 

剩余与福利 

对价格控制、税收等政策进行评价 

 

（二）消费者理论 

预算、偏好、效用与选择 

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 

显示偏好 

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不确定性与风险资产 

 

（三）生产者理论 

技术与生产函数 

利润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 

成本曲线 

厂商供给与行业供给 

 

（四）市场结构 

垄断 

要素市场中的上下游垄断 

寡头垄断与垄断竞争 

合谋与规制 

 

（五）博弈论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六）要素市场 

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 

土地市场 

 

（七）福利 

福利函数 

公平与效率 

 

（八）外部性 



外部性 

科斯定理 

公地悲剧 

外部性相关的公共政策 

 

（九）公共品 

公共品性质与搭便车 

公共资源 

 

（十）非对称信息 

非对称信息 

逆选择 

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 

道德风险 

 

 
第三部分  政治经济学 

一、考试要求 
考生能够联系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特点、

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历程有全面的了解；能熟练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剖经济社会运行发展规律。对经济理论研究解决（解

释）资源配置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论研究目的应当包涵的“人文关怀”有辩

证统一的认识和驾驭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学理表达能力。 
 

二、考试大纲 
（一）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和劳动价值论对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的意义； 
（二）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生产理论； 
（三）分工、交换、价值规律作用和市场竞争机制理论； 
（四）资本循环周转与再生产理论； 
（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六）利润率平均化与价值转型理论； 
（七）地租理论； 
（八）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劳动资本化、资本社会化的驱动因素和； 
（九）经济运行总量分析、总量平衡与国家调节机制、调节工具和目标； 
（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发展混合所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创新； 
（十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关系； 
（十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如何理解和处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 
（十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十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十五）对外开放、国际经济关系与全球治理机制。 

 
 

第四部分  国际经济学 



 

总体说明：复旦大学硕士生入学考试“经济学综合基础”中的“国际经济学”

部分包括四个模块内容，即“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模块、“国际贸易”模块、

“国际金融”模块与“国际投资”模块。该考试大纲也包括这四个模块。要求考

生具备这些相关课程或内容模块的本科生阶段知识及能力水平。 

 

模块一：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 

基本要求：该模块要求考生掌握国际经济关系的演变与特点；掌握经济全球

化与区域经济体一体化发展趋势及规律；掌握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发展、内容

与主要特点。 

一、引进外资与东道国（母）经济发展 

（一）外商直接投资 

（二）国际间接投资 

（三）中国外资经济发展战略与外资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 

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与实践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三）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三、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 

（一）多边国际贸易协定的逻辑 

（二）双边与区域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 

（三）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中的劳工与环境问题 

（四）主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 

 

模块二：国际贸易 

基本要求：该模块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国际贸易纯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纯理论包括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国际

贸易政策分析包括基本政策工具和措施及其衡量、国际贸易政策效应分析、国际

贸易政策的动因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分析、国际贸易多边体制分析等内容。 

一、李嘉图模型 

（一）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二）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超额需求和国际市场均衡 

（四）绝对优势和实际工资水平 

（五）贸易利得的分配 

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 

（一）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比较优势来源 

（二）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Samuelson Theorem） 

（三）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FPE） 

（四）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 

（五）斯托珀尔-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简称 SS 定

理） 

（六）要素禀赋与国际贸易的实证分析 

三、特定要素模型 



（一）特定要素模型 

（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定理的变型 

（三）特定要素模型的实证分析 

四、新贸易理论 

（一）垄断竞争模型下的规模报酬递增 

（二）寡头垄断模型下的规模报酬递增 

（三）新贸易理论的贸易利得来源 

（四）新贸易理论下的引力模型 

（五）新贸易理论下的实证分析 

五、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又称为新-新贸易理论） 

（一）地理与贸易成本 

（二）企业异质性与企业的出口行为 

（三）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贸易利得 

（四）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下的引力模型 

（五）对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检验 

六、生产要素贸易 

（一）在商品贸易上增加生产要素贸易 

（二）生产要素贸易的短期和长期均衡 

（三）要素贸易与商品贸易之间的替代关系 

（四）要素贸易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 

七、国际贸易政策措施及其衡量 

（一）国际贸易政策措施 

（二）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衡量 

八、国际贸易政策原理及其经验分析 

（一）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贸易政策 

（二）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贸易政策 

（三）国际贸易政策的经验分析 

九、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区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涵义、形式与事实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分析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协调与国际规范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分析 

十、国际贸易多边体制 

（一）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历程 

（二）世界贸易组织 

（三）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经济学分析 

 

模块三：国际金融 

基本要求：该模块涵盖有关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一般原理，测

试考生能够运用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知识和一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出现的现

实宏观金融问题。 

一、外汇和汇率问题 

（一）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 

（二）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和有效汇率 



（三）即期外汇交易和远期外汇交易 

（四）购买力平价论及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 

（五）利率平价论 

（六）弹性价格货币模型 

（七）粘性价格货币模型或多恩布什模型 

（八）资产组合平衡论 

（九）汇率的微观市场结构视角 

（十）汇率的宏观均衡分析法 

二、国际收支及失衡调节问题 

（一）开放经济下国民收入账户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及其构成 

（三）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账户差额分析 

（四）中美贸易收支失衡、调整与再平衡 

（五）国际收支失衡及调节机制 

（六）弹性分析法或弹性论 

（七）乘数分析法或乘数论 

（八）吸收分析法或吸收论 

（九）货币分析法或货币论 

（十）结构分析法或结构论 

三、国际金融市场问题 

（一）国际货币市场 

（二）国际资本市场 

（三）外汇市场及其交易活动 

（四）离岸金融市场和欧洲货币市场 

（五）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 

（六）金融创新的主要理论 

（七）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八）国际银行业监管与巴塞尔资本协议演进 

（九）《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与中国银行业监管对策 

四、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问题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宏观机制和微观机理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特征、动因、影响及管理 

（三）国际中长期资本流动与债务危机 

（四）中国的资本流动：利用外资、资本外逃及国际热钱流入 

（五）国际债务管理：以中国为例 

（六）国际短期资金流动与货币危机 

（七）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八）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九）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十）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较 

五、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一）汇率制度及国际汇率制度变迁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与选择 



（四）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五）最佳国际储备量的确定方法 

（六）中国国际储备问题研究 

（七）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的成因及对策 

（八）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 

（九）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 

（十）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内外平衡 

（十一）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政策搭配理论 

（十二）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原理 

六、国际货币体系和货币区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及选择 

（三）最佳货币区理论 

（四）最佳货币区的评判条件及过渡调节机制 

（五）区域货币一体化到共同货币区：欧元区案例 

（六）欧元区面临的挑战 

 

模块四：国际投资 

基本要求：该模块要求考生掌握国际直接投资及相关的基本概念；掌握国际

直接投资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掌握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渠道、机制和

影响因素；能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利用外资的动因和绩效。 

一、国际直接投资基本范畴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界定与动因 

（二）国际间接投资的概念界定与动因 

（三）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差异 

二、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理论 

（一）垄断优势论的形成、发展与评价 

（二）内部化理论的形成、发展与评价 

（三）区位理论的形成、发展与评价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分析框架 

（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 

（三）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评价 

四、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一）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内涵 

（三）对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评价 

五、国际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一） 国际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路径 

（二） 国际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 

（三） 国际直接投资的垂直溢出效应 

（四） 国际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六、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绩效 

（一） 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脉络 



（二） 中国利用外资的动因 

（三） 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演变 

（四） 中国利用外资的绩效评估 

（五） 中国引进外资与资本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