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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简 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始建于 1980 年，经过 38 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形

成了完善的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体系。学院具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具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 4 个一级学

科学术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工商管理（MBA）、物流工程、金融、公共管理（MPA）

等 4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设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工商管理、电

子商务、金融学等 10 个本科专业。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职教师 120 余名，其中教授 24 名、博士生导师 21 名， 

教师博士比达到 70%。同时还聘任了一批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工商界精英为兼职教

授。学院先后与美国、欧洲、日本、港台地区等多所大学和著名公司建立了广泛的交流

与合作关系。拥有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基地“陕西信息化与数字经济软科学研究基地”、西安市人民政府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共建的“西安发展研究院”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等

多个研究平台。 

    近 5 年来，学院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2 等奖、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1 等奖等近 30

项；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近 20 项，

部委省级各类项目 60 多项，重要横向课题 50 余项。发表 SSCI、SCI 检索论文及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认定的期刊论文近百篇，在 ESI 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方面均有

突破；出版专（译）著 20 多部。 

    学院重视科研及社会服务与教学的高度融合，致力于面向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

趋势的高素质经济与管理人才的培养，已形成了管理、经济与信息相融合的鲜明特色与

学科优势。在同行与社会上具有良好的声誉与重要的影响力。近年来，我院研究生就业

率一直保持 100%，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8%以上。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学位类型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研究方向 联系人及电话 

学术学位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职老师 

029-81891360 

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120200 工商管理 

会计学 

企业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50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图书馆学 

情报学 

专业学位 

025100 金融 不区分研究方向 

085240 物流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125100 工商管理(MBA) 不区分研究方向 MBA 中心 

029-88202797 125200 公共管理(MPA)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院网站：http://amn.xidian.edu.cn/ 

MBA 中心网站：http://mba.xidian.edu.cn/index.html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是以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一门新兴应用经济学科，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

件下，对宏观经济活动如何进行战略决策、发展规划、控制与监督，以保持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有效运行。  

本学科以教授、副教授为骨干的中青年教师为支撑，在该研究领域发表和出版了一

批论文、专著和教材，获得了省市级科研成果奖励，具有坚实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潜力。

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产业发展与投融资分析、国际贸易

与投资、金融投资与金融管理。 

本学科依靠我校雄厚的电子信息科学基础，注重培养学生信息化管理能力，具有运

用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进行国民经济研究与管理的专长。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级政府、



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经济活动分析与预测、经济政策研究与制定以及经济管理工作；也

可在高校从事经济管理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金融学 

“金融学”2003年 9 月获批设立，金融学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主要涉及银行、保险、

证券等行业。本学科将经济学与金融学理论与学校在数理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有机结

合，注重金融基础、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的培养。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针对金融领域的大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另一方面针对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创

新产品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深入分析，在金融领域及互联网金融领域、资本市

场开展了深入研究。 

本学科目前有 5 名教授、10 名副教授和 2 名讲师，具有博士学位的人达 14 名。承

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课题及省市级课题。研究基于经济学、

金融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系统动力学等方法在投资决策领

域、风险分析、经济运行、利益冲突、机制设计方面开展了决策分析和风险管理方面的

研究，目前的研究已形成了网络金融与风险管理、公司金融、金融市场与投融资等学科

前沿的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网络经济和大数据时代的交叉融合特征。形成了明显的学

科优势和特色。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是研究产业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探讨制定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和方法，指导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运行和发展，实现资源在产业内、产业间的有效配置

的学科。我校产业经济学是依托经管院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于 2011 年获得国家硕士学

位授予权的。 

我校在培养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产业管理人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立足于学科

及专业建设与国际接轨、推进国内西部经济和管理学科建设、服务于地方经济和产业发

展”是我校发展产业经济学科的宗旨。该学科拥有一支素质高、结构合理，具有较高学

术水平的优秀师资队伍，已形成了实力较强的产业经济学术团队和科研梯队。他们注重

围绕区域产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和重点问题开展研究。近年来，承担了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 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以及二十多项省市级软科学课题及横



向课题，发表专著三部，在 CSSCI 权威刊物上发表相关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有

几位专家参与省、市有关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咨询论证，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

议。五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市社科优秀成果奖、陕西高等学校

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陕西省信息产业科技成果奖共五项。1 项国家社科研究成果

入选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目前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西部大开发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作为地处西部中心城市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始终坚持把学校行业特色（电子信息）与学校的区域特色（西部）

融入产业经济学科的研究之中，紧跟学科发展趋势，追踪学术前沿、致力于观察研究产

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经过长期学术凝练，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1）信

息产业与战略产业发展研究方向；2）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发展；3）引进外资政策与

服务产业发展研究方向。本专业主要开设课程为：产业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

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产业经济研究前沿

讲座。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在各地经济开发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机构尤其是

证券机构以及基金公司、IT 类企业、财务公司与信托公司等从事产业分析及产业管理工

作。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点设立于 1990 年，博士点设立于 2011 年。本学科将管理

科学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注重理工基础、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形成了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与服务管理、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运筹与决策等学科方向。 

本学科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26 名，其中有博士生导师 10 名，多位导师在国内外学术

机构兼任重要职位。近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

家 863 计划项目、总装备部技术基础基金项目，研究经费充足。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 300 余篇，被 SSCI、SCI 和 EI 检索 40 余篇。出版专(译)著、教材 20 余

部，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8 项。 

硕士毕业生主要在大型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政府部门和金融行业从事管理

决策、工业工程、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供应链管理、技术创新管理等工作。 



会计学 

会计学硕士点成立于 2006 年，2007 年开始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本学科具有良好

的会计学及财务金融的实验环境。在学科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融合的系统研究，致

力于会计学、管理学与制度经济学交叉领域前沿课题的探索。主要研究方向：一是企业

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二是对资本结构与公司激励、盈余管理问题进行研究。 

本学科强调培养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具有较

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高级财会管理人才。学科主干课程包括：高级微观经济

学、高级管理学、金融学、高级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研究、管理会计研究、会计理论与

方法等。毕业生主要在大专院校、企事业部门、金融机构从事会计分析、财务管理、投

资研究等工作。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获批于 1998 年，1999 年开始正式招生。经过多年的

办学实践，已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具有较强的 IT 行业特色与信息化背景；

注重数理方法的应用与量化研究；强调管理、经济与信息学科的融合。本专业的主要研

究方向有：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组织理论与战略管理；创新、创业与区域发

展；现代营销理论、方法与技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企业国际化

经营与管理研究等。 

本专业的主干课程包括：高级管理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市场

营销研究、企业管理专题研究、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预测与决策、系统工程、信息资源

管理等。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工商、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中、高层管理工作，也可攻

读管理类学科博士学位以及从事相关的科研教学工作，主要就业区域的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占 60%左右，西北地区占 30%左右。就业率 100%。 

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管理学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注重面向技术经济和管理的实

践需要，培养具有技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扎实、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具

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的专门管理人才。 



该学科点的教师团结合作，勇于探索，密切关注国内外技术经济及管理领域的变化

与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与企业成长研究，科技人力资源管

理、高新技术企业市场营销、 

高新技术企业财务决策与投融资管理，技术创新的商业化模式与企业战略研究、技

术经济评价理论与方法、技术创新与金融投资。 

本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可在政府、企业、研究设计单位的相关部门从事科研与技术

创新项目管理、科技进步政策的研究与制定，管理咨询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各项管

理工作；也可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及管理咨询工作。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设立于 2005 年，2006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该学位

点隶属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依托我校电子信息领域的学科优势及校图书

馆良好的学术资源环境平台，培养具有扎实的现代图书馆学基本理论、掌握现代信息资

源管理理论与信息技术基础，良好的信息管理基础，较强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和开

发利用各类文献信息能力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经过 12 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形

成以下主要方向：数字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文献资源整合与知识服务、高校科技数据

资源开发与服务新模式等。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现有教师 15 人，其中教授或研究馆员 2

人、副教授或副研究馆员 7 人，博士、硕士导师 5 人，具有博士学位 5 人，具有海外经

历 2 人。兼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陕西省

图书馆学会理事、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另外有兼职研究员 3 名。 

拥有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及陕西

省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西电科技情报与信息资源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

校图书馆丰富、优质的数字资源。人才培养工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教育部 CALIS 和陕西省自然/社会

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为本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与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图书与信息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北京拓尔思

（TRS）公司、陕西省科技情报研究院和陕西省图书馆等建立了人才培养合作关系。相

关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是陕西省名牌专业和特色专业、省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办学历史长，已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信息分析、信息管理和咨询服务、信息



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本学位点强调将现代图书馆服务需求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注重文献情报研究、数

字资源服务、信息技术管理间的有机结合，突出特色数字文献资源研究与知识服务、智

能图书管理平台等，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10 多年来为国家和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

了一批从事文献分析与服务、信息资源建设、信息咨询服务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包括：现代图书馆学基础、数据库技术、计算机网络、数字图书馆原理与

技术、信息资源管理、现代情报检索系统、高级管理学、知识管理、Web 信息结构、数

据挖掘、移动图书馆与服务等。毕业生主要在图书情报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各

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现代图书情报分析、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数字图书馆系统开发与运

营、高校科学数据管理与知识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情报学 

“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设立于 1998 年，199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该学位点

隶属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依托我校信息与电子学科平台优势，培养具有

扎实的现代情报学基础理论、信息管理方法与信息技术基础，良好的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较强的高层次情报加工、分析与综合研究、技术预见、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的高级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已形成以下主要方向：信息组织与检索、数据

挖掘与知识发现、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信息分析与知识服务等。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现

有教师 22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0，博士导师 2 人、硕士导师 9 人，具有博士学

位 9 人，具有海外经历人数 6 人。兼任中国国防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

情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社会媒体处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科学技

术情报学会副理事长等，另外有兼职研究员 6 名。 

拥有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及陕西

省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西电科技情报与信息资源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人

才培养工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装技术基础项目、陕西

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陕西省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为本学科培养

高层次人才奠定供了坚实的基础。所依托的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陕西省名

牌专业和特色专业、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办学历史长，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信息

分析、信息管理和咨询服务、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国防科技信息人



员培训中心西安基地也挂靠在本学科，该培训基地自 1991 年成立以来培训技术骨干

2400 余人，为国防科技信息服务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美国威斯康星密

尔沃基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与信息学院、北京拓尔思（TRS）公

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陕西省科技情报研究院建立了人才培养

合作关系。 

本学学位点十分注重现代情报学理论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紧密围绕情报学学科的

主流和前沿领域，强调培养学生现代情报分析方法与手段、信息资源分析能力及信息素

养，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得到同行专家的广泛认可。近 20 年来已为国家及行业

培养了一大批情报研究及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干课程包括：现代情报检索系统、数据库技术、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高

级管理学、数据挖掘、竞争情报研究、知识管理、Web 信息结构、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

术、自然语言检索与可视化等。毕业生主要在研究院所、数据公司、大专院校、企事业

单位从事现代情报研究、信息综合分析、大数据管理与开发、信息系统开发与利用等方

面的工作。 

金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授权点设立于 2010 年，2011 年开始招生。本

学位授权点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大子行业为依托，具体研究经

济发展中的企业投资与融资决策、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产品设计与定价、证券投

资与风险管理技术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投融资业务和监管，并强调数理分析与信息技术相

互融合的专业特色。依托我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本学位授权点立足西部，面向全国，

将信息技术与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注重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本学位授权点学科支撑力量雄厚，现有教师 19 名，正教授 5 人，副教授 12 人，讲

师 2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83%。经过多年学术积淀，形成的研究方向包括：风险

投资与管理、投融资理论与实务、网络金融、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经过多年的建设，本学位点在科研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和社会影响。多位教师先后

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等项目，主持了政

府部门规划、企业投融资咨询等项目，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出版专著，在国际期刊、国



际会议和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多篇。  

本学位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目前开设的实验包括：证券投资模拟实验、外汇交易

模拟实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拟、保险精算、ERP 等实验，为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提供了有力保障。主干课程包括:金融机构与市场、财务分析报表、投资学、公司金融、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企业并购与重组、风险投资与风险管理、网络金融等。 

本学位点毕业生可以在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从事业务工作，也可在企业财务

管理部门或信托公司等从事投融资及其管理方面的工作。 

物流工程 

物流工程（Logistics  Engineering）是研究物流系统规划及物流系统资源优化的

工程领域。 

本专业面向物流与信息技术产业，注重物流管理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培养物流管理、

物流信息技术管理及物流服务运作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主要学科成员均具国外研究经历，有良好的学术影响。近年

来承担各类科学基金项目 20 余项，在物流信息管理、供应链管理、物流服务管理、物

流系统仿真等方向，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与优势。 

主干课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设施规划与设计、物流系统工程、生产物流及仿真、

物流信息管理、集成制造与物流系统设计等。 

就业前景：随着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物流工程专业的就业前景广阔。特

别是由于我校鲜明的行业特色和优势，毕业生在 IT 行业的物流与供应链部门个人成长

与发展潜力巨大。 

工商管理（MB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于 2004 年获硕士授予权。历经多年的实

践和探索，并吸收国际上关于工商管理教育的先进理念，本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培养

特色，强调面向全球化、信息化及高技术创业，培养具有强烈竞争意识、创新精神、战

略眼光与全球视野，掌握系统的经济、管理与组织知识，了解高技术及信息化趋势，并

具有较强数理分析能力的创业企业家与高层综合管理人才。 

 



公共管理（MPA） 

我校 2014 年获得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授予权，2015 年开始招生。多年

的办学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讲政治、通信息、精术业”的教育理念。“讲政治”是西

电 MPA教育的首要理念，因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延伸着中国高校最长红色根系，同时，

学校电子信息类学科始终保持国内领先水平，“通信息”是西电 MPA教育的第二个理念，

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精术业”是西电 MPA教育的第三个理念。 

本专业学位点现有专职教师 34名，另聘有 20名来自行政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担任

兼职教师。专职教师中，教授 9 名，副教授 15 名，讲师 10 名，均毕业于国内“985”、

“211”高校或海外知名高校。 

近年来，专职教师主持与公共管理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十余项，各类省、市级项目六十余项，在 SCI、SSCI、

CSSCI 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公共管理相关论文 50 篇。65%的专职教师参与了公共管理实

践（挂职、兼职），社会实践经历丰富。 

本专业学位点的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分为核心课、专业方向必修课、选修课和社会

实践四个基本模块，主要课程有：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公共经济学、宪法与行政

法、电子政务等。有大量的选修课程可供 MPA研究生根据自身工作需要选择，有大量具

有深邃思想的专兼职老师为 MPA研究生开设专题讲座，同时，社会实践活动也丰富多彩。 

主要培养方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政策。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  杜跃平 教  授

02 产业创新与经济发展 康晓玲 副教授

03 经济模式转变研究 李志俊 讲  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证券投资与风险管理 申尊焕 教  授

02 现代企业制度、金融理论 龙建成 教  授

03 公司金融、区域经济 尚  娟 教  授

04 金融统计与政策分析 柴  建 教  授

05 公司财务与投资 王  涛 副教授

06 金融市场与投资 张建军 副教授

07 金融风险与决策分析 姜晓兵 副教授

08 消费金融与行为金融、金融衍生工具 杨蓬勃 副教授

09 金融发展、金融市场波动 曹  栋 副教授

10 科技金融与创业投资 李雄军 副教授

11 金融工程、风险管理 王美花 副教授

12 金融风险与证券投资 张  雄 讲  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 郑耀群 副教授

02 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 邓俊荣 副教授

03 产业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 张会新 副教授

 学科方向：02 金融学

9061 金融综合（金融学、证券投资学、应用统计）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学科方向：03 产业经济学

初试科目

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9067 国民经济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学、产业经济学、应用统计）

9061 金融综合（金融学、证券投资学、应用统计）

招生学科：020200 应用经济学（2018年招生20人）

 学科方向：01 国民经济学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科目四：861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各占50%）
初试科目

科目四：861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各占50%）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初试科目

学科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科目四：861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各占50%）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科目四：862 运筹学基础

招生学科：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2018年招生28人）

初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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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 赵捧未 教  授

02 工业工程的理论与应用、科技管理与评价 李  华 教  授

03 知识科学与管理工程 杜  荣 教  授

04 组织科学与管理决策 王安民 教  授

05 信息服务管理 温浩宇 教  授

06 粒计算与不确定决策、应急决策 孙秉珍 教  授

07 生产系统及其运行管理 邢天虎 教  授

08 服务科学与行为决策 陈  希 教  授

09 供应链创新管理 洪宪培 教  授

10 管理科学、绿色/共享/行为运作管理 周晓阳 教  授

11 项目管理、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 施宏伟 副教授

12 供应链管理与电子商务 杜  黎 副教授

13 商务智能、知识管理 艾时钟 副教授

14 信息系统与服务管理 杨朝君 副教授

15 虚拟团队与组织管理 郎淳刚 副教授

16 现代微电路与元器件统计质量控制 游海龙 副教授

17 供应链管理与服务运作管理 贾俊秀 副教授

18 服务创新与服务运作管理 杨  东 副教授

19 系统优化、评估与决策 于江霞 副教授

20 管理决策与区域发展 惠调艳 副教授

21 决策理论与方法 张  晓 副教授

22 生产系统管理及优化 刘爱军 副教授

23 供应链管理 徐金鹏 副教授

24 知识管理、社会网络与企业经营管理 蔡  萌 副教授

25 消费者学习与IT服务外包 张宗明 讲  师

26 大数据管理决策 李  金 讲  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赵文平 教  授

02 公司财务与投资 王燕妮 教  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生产运营管理 赵文平 教  授

02 企业战略与营销管理、项目管理 王益锋 教  授

初试科目

9062 管理科学与工程综合（管理学、数据库原理、应用统计）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招生学科：120200 工商管理（2018年招生14人）

科目四：863管理经济学

9066 会计综合（财务管理、会计学原理、应用统计）

 学科方向：01 会计学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科目四：863管理经济学

学科方向：02 企业管理

9063企业管理基础（管理学、市场营销、应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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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3 技术创新组织与管理 谢永平 副教授

04 风险投资与创业管理 王  曦 副教授

05 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 邵  芳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研究 杜跃平 教  授

02 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 王林雪 教  授

03 高新技术企业财务决策与投融资管理 张蔚虹 教  授

04 创新创业管理、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决策 赵  武 副教授

05 技术经济评价理论与方法 段利民 副教授

06 创新政策 刘  京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数字资源组织与管理、信息检索与服务 赵捧未 教  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信息系统与信息安全、电子商务 刘东苏 教  授

02 信息系统与智能信息处理 王亚民 教  授

03 中文文本挖掘与知识发现 刘怀亮 教  授

04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窦永香 教  授

05 知识管理与知识发现 秦春秀 教  授

06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知识工程 李  慧 副教授

07 信息行为分析与交互设计 马晓悦 副教授

08 图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王  玙 副教授

09 社会化媒体与商务智能 马续补 讲  师

招生学科：12050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2018年招生10人）

科目四：863 管理经济学

学科方向：01 图书馆学

初试科目

9064 信息管理与计算机网络（管理学、信息管理学、计算机网络）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学科方向：03 技术经济及管理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学科方向：02 情报学

9069 技术经济及管理综合（技术创新管理、管理学、应用统计）

初试科目

科目四：864 管理信息系统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科目四：864 管理信息系统

9065 图书馆专业综合（管理学、图书馆学概论、信息管理学）

初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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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2 证券投资与风险管理 申尊焕 教  授

01 投融资理论与实务 龙建成 教  授

03 投融资管理、公司金融 尚  娟 教  授

04 投融资决策与风险管理 柴  建 教  授

05 公司金融与资本运作 王  涛 副教授

06 区域金融、资本市场 张建军 副教授

07 互联网金融 杨蓬勃 副教授

08 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 郑耀群 副教授

09 金融发展与金融市场管理 曹  栋 副教授

10 基金治理与金融风险管理 惠调艳 副教授

11 资本运营与投融资 康晓玲 副教授

12 科技金融 刘  京 副教授

13 金融市场、银行管理 辛绵绵 副教授

14 金融工程、风险管理 王美花 副教授

15 (非全日制)金融 导师组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物流信息资源规划与管理、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赵捧未 教  授

李  华 教  授

洪宪培 教  授

周晓阳 教  授

徐金鹏 副教授

刘东苏 教  授

王亚民 教  授

窦永香 教  授

04 物流信息管理 温浩宇 教  授

陈  希 教  授

贾俊秀 副教授

06 物流信息系统 秦春秀 教  授

07 绿色供应链与信息协同 杨朝君 副教授

李  慧 副教授

马续补 讲  师

03 物流信息技术与工程

05 物流服务创新与服务运作管理

科目四：431 金融学综合（金融学90分，公司财务60分）
初试科目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25人）

招生专业领域：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08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3 数学三

科目四：862 运筹学基础

9068 管理学

物流信息技术与工程

9060 金融基础（应用统计、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学）

02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招生专业领域：085240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46人）



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9 物流配送规划及供应链系统优化 刘爱军 副教授

10 供应链与物流系统管理 艾时钟 副教授

11 绿色物流管理 杨  东 副教授

12 物流中的组织与团队管理 郎淳刚 副教授

13 物流网络工程与物流信息工程 于江霞 副教授

14 物流运作管理 张  晓 副教授

15 物流与供应链创新研究 段利民 副教授

16 风险投资与创业管理 王  曦 副教授

17 物流数据分析 王  玙 副教授

18 物流协作与交互 马晓悦 副教授

19 线上线下物流供应链 张宗明 讲  师

20 电商与物流管理 李  金 讲  师

21 物流与电子商务 牟  健 讲  师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 导师组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非全日制)公共管理 导师组

招生专业领域：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9069 时事政治论文

9069 时事政治论文

科目一：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科目二：204 英语二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46人）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86人）

科目一：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科目二：204 英语二

招生专业领域：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自命题考试科目参考书目录 

考试科目 书名 作者 出版单位 

431 金融学综合 

《金融学》（第四版） 黄达，张杰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财务管理》（第四版） 卢家仪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861 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微观和

宏观部分） 
高鸿业主编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862 运筹学基础 
《运筹学》（第四版，2～6 章和第

12 章） 
教材编写组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863 管理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 赵文平主编 西电科大出版社 2017 

《管理经济学》（第四版） 
H.克雷格，彼得

森，W.刘易斯（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864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第六版） 薛华成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管理信息系统》（第六版） 黄梯云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9060 金融基础 

《应用经济统计学》（第二版） 李心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证券投资学》（第四版）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商业银行经营学》（第五版） 戴国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9061 金融综合 

《金融学》（第四版） 黄达，张杰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证券投资学》（第四版）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应用经济统计学》（第二版） 李心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062 管理科学与工程综合 

《管理学》 王益锋 西电科大出版社 2007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五版） 王珊、萨师煊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应用经济统计学》（第二版） 李心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063 企业管理基础 

《管理学》 王益锋 西电科大出版社 2007 

《市场营销学》 周立华 
清华大学/北交大出版

社 2010 

《应用经济统计学》（第二版） 李心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064 信息管理与计算机网

络 

《管理学》 王益锋 西电科大出版社 2007 

《信息管理概论》（第三版） 刘红军 科学出版社 2016 

《计算机网络教程》（第五版） 吴功宜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9065 图书馆专业综合 

《管理学》 王益锋 西电科大出版社 2007 

《图书馆学概论》（第二版） 吴慰慈等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7 

《信息管理概论》（第三版） 刘红军 科学出版社 2016 



考试科目 书名 作者 出版单位 

9066 会计综合 

《财务管理》（第四版） 卢家仪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会计学原理》（第四版） 徐晔等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应用经济统计学》（第二版） 李心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067 国民经济综合 

《国民经济管理学》（第二版） 胡乃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产业经济学》（第三版） 苏东水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应用经济统计学》（第二版） 李心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068 管理学 《管理学》 王益锋 西电科大出版社 2007 

9069 技术经济及管理综合 

《技术创新管理》 雷家肃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管理学》 王益锋 西电科大出版社 2007 

《应用经济统计学》（第二版） 李心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学科/专业领域方向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国民经济学 
1.技术经济学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 高鸿业编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杜跃平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 

金融学 

1.国际金融             

2.金融市场学 

《国际金融》 粟书茵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金融市场学》 王兆星等编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产业经济学 

金融 

管理科学与工程 1.预测与决策           

2.现代企业管理 

《预测与决策教程》 李华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现代企业管理》（第四版） 王关义等编著  清华大

学出版社 物流工程 

会计学 
1.财务管理 

2.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学》（第 5 版） 荆新等编著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第 11 版） 约翰.M.伊万切维奇（赵

曙明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企业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1.技术经济学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技术经济学》 夏恩君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 高鸿业主编 

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馆学 
1.信息组织学 

2.现代企业管理 

《信息组织学教程》  周宁主编  科学出版社；       

《现代企业管理学》（第二版） 王关义编著  清华大

学出版社 
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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