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各专业均招收推免生） 

招生专业 计划招生数 招生专业 计划招生数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所 

10 名 

法学理论 

法学所 

20 名 

  

外国哲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科学技术哲学 刑法学 

伦理学  诉讼法学  

宗教学 宗教所 3 名 经济法学 

政治经济学 

经济所 

20 名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经济思想史 

民商法学 

国际法学 

经济史 社会学 社会学所  

6 名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青少年社会学 

西方经济学 政治学理论 政治所 

4 名 统计学 中外政治制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城人所 

8 名 

国际关系 

国际所 

8 名 

人口学 外交学 

国民经济学                            

应用经济所 

24 名                   

 

 

世界史 

区域经济学 

文艺学（城市文化、公共文化、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传播） 

文学所 

  10 名 

 

财政学 中国古代文学 

金融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国际贸易学  

 

 

 

 

应用经济所 

24 名 

文化产业 文学所 

  10 名 劳动经济学 民俗学 

企业管理 中国史 

历史所  

10 名 

数量经济学 中国史 

世界中国学

所 3 名 

旅游管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马所  

4 名 

农业经济管理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信息所 

8 名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情报学 

产业经济学 世界经济 

世经所 

17 名 

新闻学 新闻所 

8 名 

国际政治 

传播学 

数量经济学（经济大数据及

金融计量分析） 

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5 名 

西方经济学 

金融（专业学位） 

专业学位教育

管理中心 

30 名 

金融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2019年硕士研究生考试科目、考试大纲 

 

 专业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备注 

哲

学

研

究

所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 

   0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03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51 哲学综合 

④8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考试大纲： 
651 哲学综合：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哲学硕士考试科目《哲学综合》旨在科学、公

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

能力、研究分析和文字表达等基本素质，选拔具有一定深造潜力的优秀学子，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业研究和教学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 

2. 掌握主要哲学人物、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哲学概念和问题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一）中国哲学部分： 

1. 孔子的仁的思想。 

2. 孟子的四端说。 

3. 荀子礼论。 

4. 老、庄哲学。 

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6. 慧能禅宗思想。 

7. 朱熹的天理说。 

8.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9. 王阳明的良知学。 

10.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1.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二）西方哲学部分： 

1.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2. 苏格拉底的哲学。 

3. 柏拉图的理念论。 

4.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5. 贝克莱的哲学。 

6. 休谟的怀疑论思想。 

7. 笛卡尔哲学思想。 

8. 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9. 康德的“范畴”学。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部分 

  1、哲学基本问题 

  2、哲学基本原理 

       3、哲学基本概念（物质观、自然观、实践观等） 

  4、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 

8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专业学位《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生设置的具有选

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和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马克思

主义哲学专业硕士所必须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育潜能，以便选拔具有深造

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培养高级人才。 

二、考试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 

2、具有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基本素养。 

3、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内容 

（一）哲学基本问题 

1、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2、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 

3、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 

4、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 

5、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 

（二）哲学基本原理 

1、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

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 

2、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 

3、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4、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5、劳动价值理论基本内容。 

6、自然辩证法基本内容。 

（三）哲学基本概念 

1、马克思的物质概念及其物质观 

2、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及其自然观 

3、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实践观 

4、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及其自由观 

（四）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7、毛泽东：《新民主义主义论》 

8、毛泽东：《实践论》 

 

010102 中国哲学              
   01 周易研究 

   02 先秦哲学研究  

   03 中国佛学研究  

   04 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52 哲学综合 

④852 中国哲学史 

 

考试大纲： 
652 哲学综合：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哲学硕士考试科目《哲学综合》旨在科学、公

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

能力、研究分析和文字表达等基本素质，选拔具有一定深造潜力的优秀学子，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业研究和教学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 

2. 掌握主要哲学人物、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哲学概念和问题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一）中国哲学部分： 

1. 孔子的仁的思想。 

2. 孟子的四端说。 

3. 荀子礼论。 

4. 老、庄哲学。 

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6. 慧能禅宗思想。 

7. 朱熹的天理说。 

8.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9. 王阳明的良知学。 

10.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1.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二）西方哲学部分： 

1.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2. 苏格拉底的哲学。 

3. 柏拉图的理念论。 

4.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5. 贝克莱的哲学。 



 

6. 休谟的怀疑论思想。 

7. 笛卡尔哲学思想。 

8. 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9. 康德的“范畴”学。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部分 

  1、哲学基本问题 

  2、哲学基本原理 

       3、哲学基本概念（物质观、自然观、实践观等） 

  4、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 

852 中国哲学史 

一、考试目的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中国哲学硕士专业是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招

收硕士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目的在于公平而有效地测试考生是

否具备攻读中国哲学专业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以及培养前途，以利于

选拔具有发展潜能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培养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

问题能力的高层次的基础研究人才。 

二、考试要求 

意在测试考生掌握解读古代哲学典籍、分析哲学观点、论证哲学问题的方法

与能力。具体说来，要求考生掌握： 

1，古代哲学典籍的基本阅读能力，了解其基本概念与思想内容； 

2，分析其中的哲学原理，具有一定的评价能力； 

3，著名哲学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及其影响； 

4，基本的行文表达能力。 

三、考试内容 

先秦诸子学 

1、儒、道、墨、法诸家的代表人物及基本思想 

2、《论语》、《老子》、《庄子·逍遥游》、《墨子·兼爱》、《孟子·梁惠王》、《荀

子·性恶》等 

3、《易传》 

两汉经学 

1、董仲舒与《春秋繁露》 

2、扬雄、《白虎通义》 

魏晋玄学 

1、王弼的思想 

2、范缜与“神灭论” 

隋唐佛学 

1、智顗与天台学 

2、玄奘与法相学 

3、法藏与华严学 



 

4、慧能与禅宗 

宋明理学\心学 

1、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李贽的主要思想 

2、理学、心学的基本概念及内容 

清代朴学 

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的主要思想 

近代思潮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 

010103 外国哲学         
 01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02 西方批判理论研究 

   03 德国哲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53 哲学综合 

④853 西方哲学史（含现代西方哲学） 

 

考试大纲： 
653 哲学综合：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哲学硕士考试科目《哲学综合》旨在科学、公

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

能力、研究分析和文字表达等基本素质，选拔具有一定深造潜力的优秀学子，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业研究和教学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 

2. 掌握主要哲学人物、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哲学概念和问题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一）中国哲学部分： 

1. 孔子的仁的思想。 

2. 孟子的四端说。 

3. 荀子礼论。 

4. 老、庄哲学。 

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6. 慧能禅宗思想。 

7. 朱熹的天理说。 

8.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9. 王阳明的良知学。 

10.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1.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二）西方哲学部分： 

1.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2. 苏格拉底的哲学。 

3. 柏拉图的理念论。 

4.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5. 贝克莱的哲学。 

6. 休谟的怀疑论思想。 

7. 笛卡尔哲学思想。 



 

8. 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9. 康德的“范畴”学。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部分 

  1、哲学基本问题 

  2、哲学基本原理 

       3、哲学基本概念（物质观、自然观、实践观等） 

  4、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 

853 西方哲学史（含现代西方哲学）： 

一、考试目标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方现代哲学》科目考试的目标是科学、公平、有效

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

分析思维、文字表达等基本素质，选拔出具有一定发展空间的优秀学子，为国家

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思想气质、批判精神和学术研究能力的高层次理论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概括。 

2. 掌握现代西方主要哲学人物、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西方现代思潮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1、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想。 

2、分析哲学的基本观念。 

3、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 

4、新康德主义流派。 

5、新黑格尔主义。 

6、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7、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 

8、蒯因的哲学思想。 

9、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 

10、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 

11、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 

12、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 

13、德里达的解构思想。 

14、怀特海的哲学思想。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01 科学哲学基础理论 

 02 自然科学哲学 

 03 社会科学哲学 

 04 科技与社会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58 哲学综合 

④858 科学哲学 

 



 

考试大纲： 
658 哲学综合：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哲学硕士考试科目《哲学综合》旨在科学、公

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

能力、研究分析和文字表达等基本素质，选拔具有一定深造潜力的优秀学子，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业研究和教学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 

2. 掌握主要哲学人物、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哲学概念和问题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一）中国哲学部分： 

1. 孔子的仁的思想。 

2. 孟子的四端说。 

3. 荀子礼论。 

4. 老、庄哲学。 

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6. 慧能禅宗思想。 

7. 朱熹的天理说。 

8.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9. 王阳明的良知学。 

10.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1.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二）西方哲学部分： 

1.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2. 苏格拉底的哲学。 

3. 柏拉图的理念论。 

4.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5. 贝克莱的哲学。 

6. 休谟的怀疑论思想。 

7. 笛卡尔哲学思想。 

8. 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9. 康德的“范畴”学。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部分 

  1、哲学基本问题 

  2、哲学基本原理 

       3、哲学基本概念（物质观、自然观、实践观等） 

  4、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 



 

858 科学哲学： 

本《科学哲学》考试大纲适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主要包括 20 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

义、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实在论、工具主义、建构经验主义等流派的产生与发展概

况，每个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的基本观点，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分歧等。 

 

 

010105 伦理学          

   01 经济伦理研究 

   02 技术伦理研究 

   03 道德哲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55 哲学综合 

④855 伦理学 

 

考试大纲： 
655 哲学综合：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哲学硕士考试科目《哲学综合》旨在科学、公

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

能力、研究分析和文字表达等基本素质，选拔具有一定深造潜力的优秀学子，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业研究和教学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 

2. 掌握主要哲学人物、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哲学概念和问题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一）中国哲学部分： 

1. 孔子的仁的思想。 

2. 孟子的四端说。 

3. 荀子礼论。 

4. 老、庄哲学。 

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6. 慧能禅宗思想。 

7. 朱熹的天理说。 

8.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9. 王阳明的良知学。 

10.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1.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二）西方哲学部分： 

1.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2. 苏格拉底的哲学。 

3. 柏拉图的理念论。 

4.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5. 贝克莱的哲学。 

6. 休谟的怀疑论思想。 

7. 笛卡尔哲学思想。 

8. 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9. 康德的“范畴”学。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部分 

  1、哲学基本问题 

  2、哲学基本原理 

       3、哲学基本概念（物质观、自然观、实践观等） 

  4、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 

855 伦理学：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伦理学硕士专业《伦理学》考试是为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招收伦理学硕士生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

公平和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伦理学专业硕士所必须的基本素质、一般能

力和培育潜能，以便选拔具有深造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伦理道德建设培养高级人才。 

二、考试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熟悉中外伦理学史； 

3、关注现实伦理问题； 

4、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现实伦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三、考试内容 

1、伦理、道德和伦理学 

2、伦理学的主要类型和主要伦理学理论 

3、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意义和特点 

4、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道德的关系 

5、道德同上层建筑中其它因素的关系 

6、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7、道德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 

8、道德行为和道德评价 

9、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联系与区别 

10、个体道德规范和道德人生 

11、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 

12、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在当代的发展 

 

宗

教

研

究

所 

010107 宗教学             

  01 宗教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57 宗教学原理 

④857 世界文化史 

 

考试大纲： 
657 宗教学原理： 

宗教学原理应了解： 

（1）世界宗教学学科发展史、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模型，形成一套初步的

然而系统； 



 

（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 

（3）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 

857 世界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应了解： 

 （1）世界各主要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 

（2）东西方各国的文化特点和基本本内涵； 

（3）世界文化中的宗教因素的认识、理解以及文化和宗教的基本关系。 

经

济

研

究

所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1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02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03 经济理论与实践 

04 公共经济学 

05 产权理论 

06 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07 企业发展与公司治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11 经济学专业基础理论 

经济学专业

基础理论（含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原理） 

 

考试大纲： 
911 经济学专业基础理论：  

1． 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  

2． 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  

3． 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现实问题。  

020102 经济思想史     

 01 中国伦理经济思想史 

 02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12 中国经济思想史 

 

考试大纲： 
912 中国经济思想史：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 

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两汉至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3、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现实意义 

 

020103 经济史           

     01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02 金融史 

03 企业制度与企业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13 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

（含古代、近

代、现代） 



 

考试大纲： 
913 中国经济史： 

中国古代经济史（1840 年以前）30%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年）70%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1 宏观经济学 

02 微观经济学 

03 国际经济学 

04 国际贸易与投资 

05 数量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14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含宏、微观

经济学) 

含世经所2名 

 

考试大纲： 
914 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1.消费者选择理论：偏好、效用、优化选择与需求、斯勒茨基方程、跨期选择、不确

定性 

2.生产者理论：技术、成本最小化、成本曲线、利润最大化与厂商供给 

3.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市场需求与行业供给、均衡与效率、垄断市场、寡

头垄断市场、要素市场理论 

4.博弈论：战略式博弈、扩展式博弈、纳什均衡、重复博弈 

5.一般均衡理论：交换经济、生产经济中的一般均衡、交换经济中的福利经济学两大

定理 

6.公共品、外部性和信息 

宏观部分 

1.国民收入核算：宏观经济指标及核算国民收入的基本方法 

2.经济增长理论：索罗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3.失业、货币与通货膨胀理论 

4.总需求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IS－LM 模型与总需求、财政、货币政策与总

需求 

5.总供给理论：粘性工资模型、价格错觉模型、不完全信息模型、粘性价格模型、菲

利普斯曲线与总供给 

6.开放经济：国际收支、汇率、浮动和固定汇率下开放经济、国际利差 

7.宏观经济政策争论、政府债务与赤字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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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4 统计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15 统计学（概率论与统计学） 

 



 

考试大纲： 
915 统计学： 

（一）概率论部分： 

1．随机事件和样本空间，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2．概率的概念和基本性质，古典概型，几何概型。 

3．条件概率和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性。 

4．随机变量的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和连续型随机变量，分布函数和特征函数的概

念和性质。 

5．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和分布函数，0-1 分布、二项分布、几何分布和泊松分布。 

6．泊松定理及其运用。 

7．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 

8．随机变量函数分布的推导，t 分布、F 分布和 分布。 

9．多维随机变量，联合分布、边际分布和条件分布，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10．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期望、方差、标准差、协方差和相关系数，随机变量函数

的期望与方差，条件期望，切贝雪夫不等式。 

11．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随机变量的各种收敛定义。 

（二）统计学部分：  

1．调查的组织和实施，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2．数据的预处理，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 

3．用统计量描述数据的水平：平均数、中位数、分位数和众数。 

4．用统计量描述数据的差异：极差、标准差、样本方差。 

5．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极大似然估计，矩估计，估计的优良性质。 

6．正态分布下的区间估计。  

7．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显著性水平和 p 值。 

8．正态分布下，一个总体和两个总体的参数的假设检验。 

9．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单因子和双因子方差分析。  

10．变量间的关系，相关关系和函数关系的差别。  

11．一元线性回归的估计和检验，用残差检验模型的假定。  

1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多重共线性现象。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1 人口经济学 

02 人口与社会保障 

03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4 生态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16 人口经济学  

 
考试大纲： 
916 人口经济学： 

人口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我国的重大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如

人口增长、人口政策、人口流动、城市化、就业、社会保障、老龄化、资源环境等

有关现实人口问题的现状、问题与解决的对策思路。 

            

 



 

         

城

市

与

人

口

发

展 

研

究

所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1 城市经济学 

02 区域经济学 

03 创新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17 人口经济学  
 

考试大纲： 
917 人口经济学：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我国的重大人口

问题，如人口城市化问题、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人口流动、人口的产业和空间布

局等有关现实人口问题的现状、问题与解决的对策思路。 

030302 人口学            
 01 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 

 02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03 人口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62 社会学概论 

④862 人口学概论 

 

考试大纲： 
662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考试的基本思路是比较全面地考察考生对社会学基本原理、基

本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度，以及利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

视角、方法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这样的考试，目的是为了选择具有较好

的社会学知识和理论素养的考生，以及具有较好的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分析现实

问题的能力。通过这样的考试，目的是为了选拔出那些今后适合从事社会学研究及

相关实务工作的考生。 

考试内容分两大类：其一、简答题，主要考察考生对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

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度。其二、论述题，主要考察考生

对社会学原理和研究视角的融会贯通能力，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的原理和研究视角分

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考察考生三方面的能力：（1）对社会学基

本原理的把握程度；（2）有否独到的见解；（3）论述的逻辑性和表述的清晰流畅性。 

862 人口学概论： 

人口学、人口统计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我

国的重大人口问题，如人口政策、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城市化、就业、社会保障、

人口结构变动与老龄化等有关现实人口问题的现状、问题与解决的对策思路。 

世

界

经

济

研

究

所 

020105 世界经济          

  01 国际贸易理论 

 02 国际投资 

    03 跨国公司 

 04 经济全球化 

 05 区域经济一体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31 世界经济 

世 界 经 济 ：

（含西方经

济学和国际

经济学） 

 

考试大纲： 
931 世界经济： 

一、宏观经济学 

1、宏观经济学基础 

（1）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宏观经济学：流派与方法之争 

（2）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共同方法 

2、宏观经济学度量衡（I）：产出与收入 

（1）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 

（2）三种不同的方式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3）国民收入、个人收入和可支配个人收入 

（4）物质产品平衡体系 

3、宏观经济学度量衡（II）：其他重要变量及其测算 

（1）储蓄与财富、存量与流量 

（2）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率 

（3）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 

（4）就业、失业和工资水平 

4、总支出均衡分析 

（1）总支出与均衡 

（2）消费与收入 

（3）简单均衡模型 

（4）简单模型的扩展 

（5）乘数效应与财政政策 

5、金融市场和总需求 

（1）IS-LM 模型 

（2）经济政策 

（3）总需求曲线 

6、价格变化和总供给 

（1）总供给曲线 

（2）价格的变化和总产出的确定 

（3）价格调节的过程 

7、宏观经济政策 

（1）经济波动 

（2）用经济政策抵消冲击 

（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4）经济政策的比较和利弊分析 

8、消费和储蓄理论 

（1）凯恩斯的消费函数 

（2）一个两时期的模型 

（3）凯恩斯以后消费理论的发展 

（4）实际利率和消费——储蓄决策 

9、投资理论 

（1）投资决策过程 

（2）投资函数 

（3）投资和税收的关系 

（4）存货投资和住房投资 

10、开放经济 

（1）国际收支平衡账户及相关概念 

（2）兑换率的确定 

（3）浮动汇率体系 

（4）固定汇率体系 

（5）贸易环境和贸易政策 

11、经济增长理论 

（1）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2）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3）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4）黄金定律和最佳经济增长途径 

（5）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二、微观经济学 

1、经济学和经济思维 

（1）理性和相对稀缺性 

（2）经济学基础——需求和供应 

2、消费者偏好和选择 

（1）预算约束 

（2）消费者偏好和无差异曲线 

（3）替代品和互补品 

（4）边际替代率 

（5）消费者选择 

（6）消费选择的应用 

3、效用函数 

（1）基数和序数效用 

（2）边际效用和边际替代率 

（3）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 

4、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分析 

（1）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2）市场需求和需求弹性 

（3）消费者剩余 

5、生产技术和生产函数 

（1）生产过程和生产函数 

（2）边际报酬递减律和规模报酬 

（3）等产量曲线 

6、成本最小化和成本函数 

（1）成本最小化 

（2）从生产函数到成本函数 

（3）边际成本及其他成本概念 

（4）短期和长期平均成本 

（5）应用：多车间的任务安排 

7、企业、企业的目标及供求行为 

（1）企业的本质 

（2）企业的目标 

（3）利润最大化企业的产量决策 

（4）利润最大化企业对投入的需求 

（5）生产者剩余 

（6）非利润最大化企业的行为 

8、交换 

（1）自愿交换的利益 

（2）单纯交换——埃奇沃思框图 

（3）帕累托效率 



 

（4）交易成本 

9、完全竞争市场 

（1）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 

（2）完全竞争企业的供应函数 

（3）完全竞争市场的供应函数 

（4）完全竞争的效率——局部均衡 

10、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及效率 

（1）一般均衡的定义及其存在性 

（2）一般均衡的效率 

（3）一般均衡配置的优化条件 

（4）完全竞争模型的局限性 

11、垄断 

（1）形成垄断的因素 

（2）垄断企业的行为及效率 

（3）价格歧视 

（4）自然垄断的管制 

12、寡头和垄断竞争 

（1）卡特尔 

（2）寡头市场模型 

（3）垄断竞争 

（4）利润率和市场结构 

三、世界经济学 

1、国际分工的形成、发展与深化 

（1）国际分工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影响 

（2）国际分工的特点与发展新趋势 

（3）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4）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2、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1）世界经济、生产要素与生产型经济要素 

（2）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意义和特点 

（3）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3、世界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 

（1）世界市场的历史演进与主要特点 

（2）世界商品市场的分类、特点和发展状况 

（3）国际服务贸易的含义和发展趋势 

4、金融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 

（1）金融国际化概述 

（2）金融创新及其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3）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与结构 

5、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 

（1）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2）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3）跨国兼并收购 

（4）跨国公司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6、国家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地位 

（1）经济全球化以前国家的对外经济职能 

（2）国际贸易战略及国家贸易激励政策 

（3）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与政府经济职能 

7、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 

（1）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发展历程 

（2）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 

（3）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障碍 

8、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世界经济增长 

（1）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特点 

（2）要素结构与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 

（3）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9、世界贸易组织与当代国际贸易体系 

（1）贸易自由化的形成、表现和特点 

（2）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作用和局限性 

（3）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原则与运行机制 

（4）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及发展趋势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货币体系 

（1）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与作用 

（2）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选择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11、区域经济一体化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及其发展的原因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3）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 

（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12、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周期 

（1）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可持续性增长 

（2）全球气候变暖、减排与低碳经济 

（3）国际能源问题、新能源开发与节能技术发展 

（4）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周期问题 

13、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与国际经济协调 

（1）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2）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与国际经济协调 

（3）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及其目标与趋势 

四、国际经济学 

1、贸易引力模型 

2、比较优势原理 

（1）重商主义者的贸易观点 

（2）基于绝对优势的贸易：亚当•斯密 

（3）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大卫•李嘉图 

（4）比较优势与机会成本 

（5）固定成本下的贸易基础与贸易所得 



 

（6）李嘉图模型的经验检验 

3、国际贸易的标准理论 

（1）成本递增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2）社会无差异曲线 

（3）孤立均衡 

（4）成本递增条件下的贸易基础与贸易所得 

（5）基于不同偏好的贸易 

4、供给、需求、提供曲线与贸易条件 

（1）贸易均衡相对商品价格的局部均衡分析 

（2）提供曲线 

（3）均衡相对商品价格与贸易的一般均衡分析 

（4）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关系 

（5）贸易条件 

5、要素禀赋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1）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假设 

（2）要素密集度、要素丰裕度和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 

（3）要素禀赋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4）要素价格均等与收入分配 

（5）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经验检验 

6、贸易壁垒：关税 

（1）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 

（2）关税结构理论 

（3）最优关税 

7、非关税壁垒与新保护主义 

（1）进口配额 

（2）其他非关税壁垒与新保护主义 

（3）保护主义的政治经济 

（4）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 

（5）乌拉圭回合、突出的贸易问题以及多哈回合 

8、国际资源流动与跨国公司 

（1）国际资本流动的动机 

（2）国际资本流动的福利影响 

（3）跨国公司 

9、国际收支平衡表 

（1）国际收支平衡表会计准则 

（2）国际交易中的会计余额与失衡 

10、外汇市场与汇率 

（1）汇率 

（2）即期与远期汇率、货币互换、期货与期权 

（3）外汇风险、套期与投机 

（4）利率套利和外汇市场的效率 

（5）欧洲货币和离岸金融市场 

11、汇率的决定 

（1）购买力平价理论 



 

（2）国际收支和汇率调节的货币分析法 

（3）资产市场模型和汇率 

（4）汇率动态化 

12、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价格调节机制 

（1）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调节 

（2）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及贸易条件的影响 

（3）外汇市场的稳定性 

（4）现实世界中的弹性 

（5）金本位制下的调节 

13、收入调节机制与自动调节的综合 

（1）封闭经济中的收入决定 

（2）小型开放经济中的收入决定 

（3）国外反馈效应 

（4）吸收法 

（5）货币调节与自动调节的综合 

14、国际货币体系：过去、现在与未来 

（1）布雷顿森林体系 

（2）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及其发展过程 

（3）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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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932金融学（含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 

货币银行学部分 

一、货币理论基础 

（一）货币的基本职能 

（二）货币形式的发展 

（三）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的创造过程 

二、货币需求理论 

（一）古典货币需求理论 

（二）凯恩斯主义货币需求理论 

（三）货币主义货币需求理论 

三、货币供应 

（一）货币供应的不同形式和口径 

（二）影响货币供应的因素 

（三）货币供应的外生性与内生性 

四、中央银行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一）中央银行的地位与作用 

（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和中介目标 



 

（三）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手段 

国际金融学部分 

一、 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国际收支概念， 

（二）项目和结构，不同项目之间的关系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差额）的含义？ 

（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 

（五）准确理解国际收支逆差与顺差的影响。 

二、 国际收支调节和理论 

（一）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机制： 

1. 自动调节机制 

2．经济政策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机制 

（二）调节政策搭配问题 

1．米德冲突 

2．丁伯根原则 

3．蒙代尔-弗来明模型（MF）对经济政策调节国内外均衡的阐释 

4．斯旺的支出转换与支出增减政策搭配 

（三）国际收支理论 

吸收分析法（支出分析法） 

货币分析法 

弹性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 

三、外汇与汇率理论 

（一）外汇与汇率的基本概念 

外汇、汇率、汇率的种类和标价 

（二）外汇市场 

1.概念 

2．外汇交易的基本方式 

（三）汇率变动 

1．影响汇率变动的 因素 

2．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 

（四）汇率决定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 

2．利率评价理论 

3．国际收支说 

4．货币分析法：弹性价格、粘性价格 

5．资产组合分析法 

6．汇率分析的新理论 

四、汇率制度与汇率政策 

（一）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争 

（二）汇率政策：外汇汇率的干预和外汇管制 



 

政府干预汇率的目的 

政府干预的类型 

政府干预效率分析 

（三）外汇管制与货币的自由兑换性 

1．外汇管制概述 

2．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 

3．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四）国际储备问题  

国际储备的构成 

国际储备的作用：支付储备、干预市场、信用保证 

国际储备的管理：规模、结构、安全性与赢利性 

五、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 

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 

欧洲货币市场：境外（离岸）金融市场 

金融衍生派品市场：远期、期货、期权、利率和货币互换 

（二）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概述 

国际资本流动特点 

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危机 

六、货币危机防范政策和理论 

（一）货币危机概述 

（二）货币危机的解决方案 

（三）货币危机理论 

1．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危机的理论 

2.克鲁格曼的危机理论（第一代） 

3．第二代危机理论 

4．近几年的理论： 

   道德风险论；基本因素论；金融恐慌论；资本项目危机论 

七、国际货币体系 

（一）国际货币体系概论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和作用；布雷顿森林体

系崩溃原因分析； 

（三）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产生和内容牙买加体系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

（IMF） 

八、区域货币合作和区域货币一体化 

（一）区域货币合作的形式和货币一体化 

（二）货币一体化理论 

（三）欧洲货币一体化 

（四）欧元诞生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意义和影响 



 

（五）亚洲货币合作和一体化问题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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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921 经济学（含宏、微观）： 

微观部分 

一、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 

基本知识：市场需求曲线及特点、需求函数、需求定理、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

需求水平与需求量的区别、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供给曲线、

供给函数、供给定理、影响供给变动的因素、供给水平与供给量的区别、供给弹性。

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的自动调节机制、均衡价格与实际价格、供求定理。 

理解运用：求解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上任意一点的弹性（几何推导），需求价格

弹性与个人消费支出的关系、完全替代品与完全互补品的判断、求解均衡价格水平、

税收（从量税与从价税）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间的分摊、限价措施

对均衡水平的影响及可能产生的效应。 

二、消费者行为 

基本知识：偏好理论及其特点、基数效用论、总效用、边际效用及递减规律、

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边际替代率、消费者均衡原则、恩格尔定律、

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边际收益、总收益。无差异曲线的形状及特点、边际替代率变

动趋势、消费者均衡原则的推倒、个人需求曲线与市场需求曲线的关系、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与个人需求曲线。 

理解运用：收入—消费曲线与恩格尔曲线、价格—消费曲线与个人需求曲线、

价格消费曲线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判断、正常品、低档品、高档品（收入弹性）、必须品、

奢侈品以及吉份商品（价格弹性）的判断。需求曲线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的关系。

市场需求曲线的求解、边际收益曲线和函数的求解、边际收益与弹性。（不同人当对同

样两种商品替代率不同时，如何进行交换。） 

三、生产者行为 

基本知识：可边投入、固定投入、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TP、AP、MP、边际

生产力递减规律、等产量线、等成本线、边际技术替代率、规模收益、扩展线、三种

短期总成本（TC、TVC、TFC）、三种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长期总成本、长

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理解运用：投入的合理区间、生产者均衡条件、短期边际成本与 ATC、AVC 之

间的关系、短期平均成本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原因、长期平均成本与短期平均

成本的关系、长期边际成本与短期边际成本的关系；规模收益变动的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形状的推导、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推倒、给定生产函数和成本约束额求

解最优的要素使用量、判断各种函数形式的规模收益情况、短期 7 条成本曲线间的相

互关系。 



 

四、四大市场理论 

（一）完全竞争 

基本知识：完全竞争、平均收益、边际收益、停止营业点、收支相抵点 

理解运用：短期厂商均衡分析、长期均衡调整过程分析、短期（厂商）供给曲

线推导、市场（行业）供给曲线分析、长期均衡条件分析（厂商、行业）、市场容纳厂

商数目、三种长期供给曲线推导；计算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时变量的情况。 

（二）完全垄断市场 

基本知识：完全垄断、成因、自然垄断、价格歧视含义、条件及形式、消费者

剩余、福利三角、边际成本定价、平均成本定价；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和市场需求曲

线、垄断厂商的 TR 和 MR、垄断厂商的短期均衡（经济利润、正常利润、亏损）、垄

断厂商的长期均衡、没有供给曲线、价格歧视的经济含义和图形、公共管制——边际

定价（AC 最小在内侧）、平均定价 

理解运用：：三度价格歧视对两个市场价格的求解、完全垄断市场均衡求解、完

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比较（价格、产量、福利、均衡过程等） 

（三）垄断竞争与寡头市场 

基本知识：垄断竞争市场、产品差别、产品集团、垄断竞争厂商需求曲线和市

场需求曲线、寡头垄断（相互勾结）及类型（纯粹、差异；双头、多头、三头；勾结、

非勾结） 

理解运用：垄断竞争市场的短期（SMC=MR=交点）和长期均衡（LMC=MR、

AR=LAC）、古诺模型的核心（依存、产量竞争）、公开勾结的卡特尔均衡、非公开勾结

卡特尔均衡（低成本模型、支配型厂商模型、晴雨表型价格领先制）、成本加成定价；

古诺模型求解、公开勾结卡特尔均衡求解、低成本模型求解、支配型厂商模型求解。 

（四）四大市场比较 

基本知识：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厂商、行业）、均衡条件、福利、价格和产量、

资源配置、特征、经济效率 

五、要素市场 

基本知识：边际产品价值（VMP）、边际收益产品（MRP）、边际要素成本（MFC）

及形状、厂商要素需求曲线、市场要素需求曲线（不是简单加总，要考虑要素价格变

动多产量的影响，进而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最终对厂商要素需求曲线的影响）、劳动力

供给曲线（背弯）、土地、 

理解运用：推导厂商要素需求曲线、均衡工资率求解、生产函数与边际生产力

（要素分配）；卖方垄断（产品）对劳动的剥削，工会的作用 

六、一般均衡理论 

基本知识：边际产品转换率（总成本既定 TC（X、Y），求全微分既可）、机会

成本、帕累托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 

理解运用：解释最优条件的原因（生产、消费、交换） 

七、博弈论 

基本知识：定义、类型、囚徒困境及其解释 

理解运用：解释实际经济现象 

宏观部分： 

一、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 

基本知识：GNP、GDP、NNP、NI、DPI、DI、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支出法、

增值法、收入法）、失业率、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需求不足的失业、充分就业的



 

失业率、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 

理解运用：两部门三市场模型、四部门模型、国民收入的构成与决定国民收入

的变量（需求）、国民收入恒等式、政府收支平衡、区别漏出量和注入量、理解国民收

入的需求构成。 

二、国民收入决定 

基本知识：1、总需求决定因素、总需求函数、曲线形状；2、总供给决定因素、

总供给函数、图形（凯恩斯、古典）；3、总供求均衡及其变动：包括总供求的自动均

衡机制、总需求变动的影响、总供给变动的影响（供求定理） 

理解运用：1、总收入—总支出（NI—AE）模型分析：包括（1）消费函数、边

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2）投资函数、边际投资倾向、投资与利率的关系；（3）模型

推算：均衡国民收入计算、均衡国民收入的自动调整、收入乘数及推导、均衡的调整

与充分就业（国民收入差额除以乘数等于投资额）2、5、完全的“NI—AE”分析：（1）

加入政府部门：财政收支与可支配收入；（2）税收乘数；（3）平衡预算乘数；（4）加

入税收函数的乘数 2；（5）加入投资函数的乘数 3；（6）加入进口函数的乘数 4；（7）

加速数（资本产出率）； 

三、货币市场的均衡 

基本知识：1、货币的定义 2、货币需求的内容；； 

理解运用：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 

四、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基础知识：1、IS-LM 分析，包括 IS 曲线及推倒、斜率、含义；LM 曲线推导、

斜率、含义；双重均衡分析、四个区间的含义、IS-LM 模型与国民收入的决定（暗含

AD-AS）。2、IS-LM 的操纵：影响 LM 曲线的变量，影响 IS 曲线的变量，。双重调整

——IS 和 LM 曲线同时移动；挤出效应。 

五、三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基本知识：1、凯恩斯效应、实际余额效应；2、三重均衡的凯恩斯模型；3、投

资陷阱与灵活偏好陷阱；4、刚性工资及原因。 

理解运用：凯恩斯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六、财政政策 

知识及运用： 

1、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2、自动的财政政策；3、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4、综合财政政策：(自动政策和相机政策的综合作用)  

七、银行制度与货币政策 

基本知识：法定准备率与必要准备金；过度储备；货币创造——银行乘数；货

币政策的手段及其传导机制 

理解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机理的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思考 

八、综合的宏观经济政策 

知识及运用： 

1、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在货币政策上的争论 

2、财政赤字货币化及其形成机理 

3、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纷争 

九、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 

知识及运用： 

1、国际收支平衡、资本项目、经常项目、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外部均衡 

2、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3、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十、经济周期 

知识及运用： 

1、乘数—加速数模型；2、希克斯经济周期；3、长期波动——康德季耶夫周期 

十一、经济增长理论 

知识及运用： 

1、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2、哈马模型：合意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与刃锋均衡 

3、索罗模型；3、卡尔多模型 

十二、其他 

知识及运用： 

1、通货膨胀的类型：需求、成本；2、菲利浦斯曲线； 

3、通货膨胀与失业对经济的影响；4、奥肯定律；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1 区域经济理论             

02 区域发展战略             

03 城市经济管理 

04 房地产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2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区域经

济学 

考试大纲： 
922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020203 财政学            

01 国有资产管理             

02 财政理论与政策           

03 金融风险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3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财政学 

考试大纲： 
923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020204 金融学            

   01 金融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4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金融学 

考试大纲： 
924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1 产业经济学与中国产业发展 

02 产业理论与产业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5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产业经

济学 

 



 

考试大纲： 
925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020206国际贸易学         

01 国际贸易学 

02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3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6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国际贸

易学中国际

贸易学研究

方向参考书

为《经济学》

萨缪尔逊最

新版本。 

其它研究方

向用“考试大

纲”中的所有

书。 

考试大纲：  
926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020207 劳动经济学       

01 劳动就业政策             

02 人才战略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7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劳动经

济学 考试大纲： 
927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 应用数量经济            

02 投资决策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9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数量经

济学 

考试大纲： 
929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0202Z1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28 经济学（含宏、微观）  
 

考试大纲：  

928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120202 企业管理          

01 企业管理学                

02 国有经济管理            

   03 管理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22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市场学 



 

考试大纲：  

822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120203 旅游管理          

 01 酒店管理                

   02 旅游规划                

03 旅游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23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旅游经

济学 
考试大纲： 
823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01 中小企业管理            

02 农村区域规划            

03 农村合作经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1 经济学（含宏、微观） 
复试：农业经

济学 
考试大纲： 
831 经济学（含宏、微观）：  

同上 

法

学

研

究

所 

030101 法学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法学概论 

④801 法理学 

 

考试大纲： 
701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

目。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

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

程；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

运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

外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

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1 法理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理学科目。 

要求考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能运用基本原理对法律

现象进行分析。  

二、考试内容 

   导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框架和方法 

第一章 法的概念 

第二章 法的作用 

第三章 法的价值 

第四章 法的历史发展 

第五章 社会主义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六章 法制和法律调整机制 

第七章 法治 

第八章 法的原则 

第九章 法与经济 

第十章 法与政治 

第十一章 法与文化 

第十二章 法与社会、社会建设和管理 

第十三章 法与人权 

第十四章 法与现代化 

第十五章 法与全球化 

第十六章 法的制定 

第十七章 法的渊源 

第十八章 法律规范 

第十九章 法律体系 

第二十章 法的实施 



 

第二十一章 法的适用 

第二十二章 法律关系 

第二十三章 法律解释、推理和论证 

第二十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章 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章 法律文化 

第二十七章 法律意识 

第二十八章 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 

第二十九章 西方法律思想 

第三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法学概论 

④8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考试大纲： 
703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

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

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

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宪法行政法学科

目。宪法行政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

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

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宪法学： 

第一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 

宪法的概念；宪法的起源与发展；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渊源与结构；宪法的价

值、功能与作用；宪法意识；宪法与宪政 

第二章  国家性质 

 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 

第四章 国家形式 

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 

第五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公民权利和基本权利；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内容；公民义务与公民的基本义

务；我国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及特点 

第六章 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选举程序 

第七章 中央国家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 

第八章 地方国家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特别行政

区的国家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第九章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关系 

第十章 宪法运行 

宪法的制定；宪法的修改；宪法的解释；宪法实施；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我国的

宪法监督制度 

行政法学 

第一章 行政法概述 

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的渊源；行政法的分类；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章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与行政裁量 

第五章 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定 



 

行政立法；行政规定 

第六章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概述；行政许可的种类 

第七章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概述；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行政处罚的实施 

第八章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概述；行政强制执行 

第十四章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概述；行政复议的范围；行政复议的管辖；行政复议的决定 

第十五章 行政诉讼概述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十六章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的事项 

第十七章 行政诉讼管辖 

管辖概述；级别管辖；地域管辖 

第十八章 行政诉讼当事人 

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 

第十九章行政诉讼的证据 

行政诉讼证据概述；举证责任及规则 

第二十一章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 

030104 刑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4 法学概论 

④804 刑法学 

 

考试大纲： 
704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

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

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

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4 刑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刑法学科目。 

刑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中国刑事立法的进程和现状，对刑法总则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犯罪论和刑罚论的基础理论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与把握，能够对总

论的前沿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独立的分析与思考；对刑法分则的结构编排，立法

特点，内在逻辑等各方面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与把握，掌握刑法分则研究的基

本方法，正确分析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科学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熟悉基

本、常用罪名，能够运用犯罪构成原理分析案例。 

本科目总体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总则部分 

罪刑法定原则   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的渊源   刑法的解释   

刑法的效力   犯罪的概念  犯罪构成 犯罪客体  法益   犯罪的客观方面   危害

行为   危害结果  因果关系    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  犯罪故意  犯罪过失  不

可抗力  意外事件  认识错误  正当行为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  犯罪预备  犯罪未

遂  犯罪中止  犯罪既遂  共同犯罪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罪数  刑罚的本质  

刑法的种类  法定量刑情节  酌定量刑情节  累犯   自首  立功   缓刑   减刑   

假释   数罪并罚  缓刑   

分则部分 

总则和分则的关系  罪状  法定刑  罪名  背叛国家罪  分裂国家罪  间谍罪  危

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侵犯财产罪  扰乱公共秩序罪   妨害司法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贪

污贿赂罪  渎职罪 



 

030105 民商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5 法学概论 

④805 民商法学 

 

考试大纲： 
705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

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

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

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5 民商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民商法学科目。



 

主要考察学生对民商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

考生熟练掌握民商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民法学 

第一篇 民法总则 

第一章 民法绪论 

民法的概念与特征、民法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民法的法律渊源、法律关系、 民法

的构造与基本内容、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意思自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私有财

产权神圣原则、权利本位原则、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权利

概述、民事权利的分类、请求权体系、抗辩权体系、 支配权体系、形成权体系、 权

利主体、权利的取得与丧失、民事权利的限制、权利的实现 

第二章  民事主体及其法律属性 

民事主体概念及形式结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自然人的概念及主体性基础、自

然人的人格权、自然人的其他法律属性、法人概述、社团法人、财团法人、无权利

能力的社团、合伙 

第三章  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的概念与作用、法律事实的种类分述、法律行为的概念及其在私法上的说

明意义、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法律

行为、法律行为的无效、法律行为的可撤销与可变更、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法律

行为的解释、代理基本概述、有效代理、无权代理、表见代理、时效制度 

第二篇  物权 

第一章 物权一般理论 

物权概述、物权法及其基本原则、物权的变动、物权法中的占有 

第二章 所有权 

所有权通论、不动产所有权、共有、所有权的取得方式 

第三章 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总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 

第四章 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总论、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第三篇 债权 

第一章 债的一般原理 

债的概述、债的一般效力、债的保全、债的质权性担保、债的移转、债的消灭 

第二章 侵权行为之债 

侵权行为之债概述、侵权行为的法律要件、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一般侵权行为、

特殊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效力 

第三章 因其他原因所生之债 

因无因管理所生之债、因不当得利所生之债、因其他原因所生之债 

第四篇 合同法 

第一章 合同法总论 

合同的一般原理 

第二章 合同法分论 

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合同、移转标的物用益物权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给予信用

的合同、提供服务的合同、雇佣合同、提供智力成果的合同、合伙合同、射幸合同 



 

第五篇 亲属法与继承法 

第一章 亲属法 

亲属与亲属法、婚姻法、亲子关系法 

第二章 继承法 

继承法绪论、遗产的法定移转、遗产的意定移转 

第二部分 商法学 

第一篇商法总论 

第一章 私法体系中的商法 

商法的概念、商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商法特征、商法渊源、商事习惯 

第二章 商事主体及其法律控制 

商事主体确立的政策、传统商法上的商事主体的分类、我国法律上商事主体的分类、

商事主体资格的取得、商事辅助人、商事登记及种类、登记的法律效力、违反枪支

登记义务的法律责任、商业账簿的法律价值、商业名称、商业名称与商标、商业名

称的转让及债务处理、商业名称的法律要求、商业名称的法律保护 

第三章 商行为及法律控制 

商行为概念、商行为的种类、商事买卖及其特别规则、商事担保制度的特别规则 

第四章 商事主体的清算制度 

清算概念及种类、清算意义、公司清算程序、合伙清算程序、三资企业清算程序 

第二篇 公司法 

公司概述、公司法概述、公司的设立、公司的名称、公司住所的法律意义、公司章

程、公司机关、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资本、公司的变更、公积金制度、

股利及分配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特征、有限责任公司的分类、股权转让、公司

资本的增减程序、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概念与特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制度、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国有独资公司概念与特征、国有独资公司的组

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与特征、股份公司设立的法律要求、董事的义务与责

任、监事会的法律地位与职权、公司债概述、公司债的种类、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制

度 

第三篇 商事合伙 

商事合伙概念、分类、法律地位、普通合伙与特殊合伙、合伙事务执行效力、有限

合伙与特殊合伙、合伙的解散与清算 

第四篇 票据法 

票据的意义、票据的法律分类、票据性质、票据法的意义、票据关系及种类、票据

行为及种类、票据行为的代理、票据权利、票据权利取得、票据权利的消灭、票据

伪造与变造、票据抗辩权、票据丧失后的救济方法、票据背书、票据承兑、票据保

证、追索权 

第五篇 保险法 

保险的分类、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保险代为、人身保险的特殊条款、人

身保险的种类、保险组织、保险公司设立条件、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中介人、保险

监管 

注：上述所列要求除了当年不变外，有可能根据题库的需要将会有微小变动 

030106 诉讼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6 法学概论 

④806 刑事诉讼法学 

 



 

考试大纲： 
706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

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

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

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6 刑事诉讼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刑事诉讼法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刑事诉讼法学”科目。刑事诉讼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刑事诉讼

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基本程序等方面的知识，考察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学概述 

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任务和价值 

刑事诉讼的主体、客体和职能 

第二章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法律监督原则 

罪从判定原则 

依法不追究原则 

第三章  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 

管辖制度 

回避制度 

辩护与代理制度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第四章  刑事证据 

刑事证据的种类 

刑事证据的分类 

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证据规则 

第五章  刑事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 

取保候审 

逮捕 

拘留 

第六章  侦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 

询问证人和被害人 

勘验、检查 

搜查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鉴定与辨认 

技术侦查措施 

通缉 

侦查终结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自行侦查 

第七章  提起公诉程序 

审查起诉 

不起诉 

提起起诉 

第八章  审判程序概述 

刑事审判的原则 



 

审判组织 

第九章  第一审判程序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审判程序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审判程序 

简易程序 

第十章  第二审审判程序 

第二审审判程序的提起、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程序 

上诉不加刑 

第十一章  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第十二章  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审判 

第十三章  刑事执行程序 

各种刑事判决的执行 

刑事执行的变更 

第十四章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第十五章  公诉案件和解程序 

我国的刑事和解 

第十六章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 

违法所得没收的具体程序 

第十七章  强制医疗程序 

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030107 经济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7 法学概论 

④807 经济法学 

 

考试大纲： 
707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

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

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

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7 经济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经

济法学科目。经济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经济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理解

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

究方法，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编 经济法总论 

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概念、本质和特征；经济法的地位和体系 

第二编 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主体概述 企业概述 特殊企业和国有企业  

第三编 市场规制法 

市场规制法原理 竞争法 消费者法 产品质量法 价格法 会计、审计法 

第四编 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原理 国有资产管理法 财税法 金融法 对外贸易法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8 法学概论 

④8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考试大纲： 
708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

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

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

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科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和体系等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的相关知识，具有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节 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环境、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概述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相关概念与特点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目的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关系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体系 

第三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制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与主要制度的概念与意义 

协调发展原则 

预防为主原则 

环境责任原则 

环境民主原则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同时制度 

环境税费制度 

环境许可证制度 

区域限批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 

第四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责任 

环境行政责任 

环境民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 

第五节 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热点问题 

第六节 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保护 

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相关概念、特点 

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当代主要国际环境问题的法律控制 

030109 国际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9 法学概论 

④809 国际法学 

 



 

考试大纲： 
709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

法学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

近代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

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

层空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809 国际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国际法学科

目。国际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国际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

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国际公法 

国际法概述； 

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 

国际组织； 

海洋法、航空法和外空法； 

条约法；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二章 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的渊源； 

国际私法的主体； 

法律适用理论和法律选择方法； 

冲突规范； 

适用冲突规范的一般制度； 

准据法及其确定； 

几种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人的身份和能力、物权、债权、家庭、继承等） 

第三章 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货物买卖法； 

国际贸易管理法； 

国际服务贸易法； 

国际技术贸易法； 

国际投资法； 

国际货币金融法； 

国际税法； 

国际经济组织法； 

国际经济争端处理法 

 

信

息

研

究

所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1 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73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④873 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

动史 

 

考试大纲： 
673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和范畴；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关于革命战略与策略的理论；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发展的理论；关于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关系的理论等。 

873 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 

  （1）社会主义流派史：社会主义主要流派/思潮的历史沿革；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基

本思想主张。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国际组织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等）；



 

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120502 情报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52 信息管理学基础 

④952 信息管理技术与方法 

 

考试大纲： 
752 信息管理学基础： 

  （1）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发展、信息交流理论、情报信息计

量学、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获取。 

（2）信息经济：信息不对称理论（不确定性、风险与信息，博弈论基础，委托代理

与激励，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信息搜寻与信息系统选择）、

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信息系统评估、信息政策法规、城市信息化、智慧城市。 

（3）信息社会：网络条件下的社会变革、信息化与国家治理、文化软实力、网络传

播与网络舆情。 

952 信息管理技术与方法： 

  （1）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关系数据库理论、结构化数据库语言

（SQL）、数据库系统的分析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 

（2）信息分析与预测：常用逻辑方法（比较、分析与综合、推理、标杆法）、专家

调查法（德尔菲方法、头脑风暴法、交叉影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回归分析法、

时间序列分析法、竞争情报分析、SWOT分析。 

 

新

闻

研

究

所 

050301 新闻学             

01 新闻学理论 

02 新闻史 

03 融媒体新闻生产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9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 

④894 新闻业务（含采、写、编）  

 

考试大纲：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 

69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主要考察学生在以下几个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新

闻学与传播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经典理论；新闻传

播学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新闻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前沿

情况。同时，检验考生综合运用所学概念和理论分析新闻传播事件的能力。 

894 新闻业务（含采、写、编） 

“新闻业务”主要考察学生运用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采写、编辑和评论

的基本能力。 

 



 

新

闻

研

究

所 

050302传播学 
01 传媒经济学 

02 舆论学 

03 互联网治理 

04 新媒体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96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 

④896 传播实务 

 

考试大纲：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 

696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主要考察学生在以下几个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新

闻学与传播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经典理论；新闻传

播学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新闻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前沿

情况。同时，检验考生综合运用所学概念和理论分析新闻传播事件的能力。 

896传播实务 

“传播实务”主要考察学生对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主要内容涵盖

新媒体传播、政治传播、广告与公关传播、传媒经济学原理、媒介经营管理实践、传

媒政策法规等。检验学生运用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播现象、媒介问题，以及利用传播

规律改进传播与媒介实践的能力。 

 

 

社

会

学

研

究

所 

 

030301 社会学            

01 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 

02 社会政策 

03 家庭婚姻 

04 信息社会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61 社会学概论 

④86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

与实践 

 

考试大纲： 
661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考试的基本思路是比较全面地考察考生对社会学基本原理、基

本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度，以及利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

视角、方法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这样的考试，目的是为了选择具有较好

的社会学知识和理论素养的考生，以及具有较好的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分析现实

问题的能力。通过这样的考试，目的是为了选拔出那些今后适合从事社会学研究及

相关实务工作的考生。 

考试内容分两大类：其一、主要考察考生对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代

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度。其二、主要考察考生对社会学原理和研

究视角的融会贯通能力，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的原理和研究视角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

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考察考生三方面的能力：（1）对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把握程度；

（2）有否独到的见解；（3）论述的逻辑性和表述的清晰流畅性。 

86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 

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社会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定量和定性

社会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掌握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建构的方式和具体研究方

法与技术；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社会研究实际能力，能够具体运用社会研究方法针

对不同议题和研究目的，确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方案，并选择恰当的定性或定量

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对研究主题展开实证研究，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 

     考核内容包括：社会科学中科学的含义，社会研究中的范式、理论和研究伦理，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研究的研究建构（研究设计、测量和指标

设计、抽样）；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实验法、调查法、实地研究、非介入研究等）；

定性和定量资料的处理分析方法。 

 

0303Z1 青少年社会学              

01 青少年发展 

02 青少年文化 

03 青少年社会政策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63 青少年社会学综合 

④86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

与实践 

 

考试大纲： 

663 青少年社会学综合： 

本学科的目标是公平而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青少年社会学专业所应有

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社会学及青少年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

本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2、具有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分析青少

年相关问题或现象的能力。 

考核内容包括：社会学理论：功能论、冲突论、过程论、符号互动论、批判论和

结构化理论等。青少年社会学理论：社会化理论、关于青少年发展的后现代理论、生

命历程理论等。青少年问题：社会化与青少年发展，具体包括独生子女成长研究、流

动青少年研究、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等；青少年文化，具体包括青少年亚文化的特质、

新媒体与青少年文化、代沟问题研究等；青少年社会政策研究，具体包括青少年社会

政策的模型研究、青少年社会政策与福利服务过程研究、青少年社会政策的绩效评估

研究等。 

86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 

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社会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定量和定性社

会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掌握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建构的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与

技术；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社会研究实际能力，能够具体运用社会研究方法针对不同

议题和研究目的，确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方案，并选择恰当的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

法和技术对研究主题展开实证研究，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 

 考核内容包括：社会科学中科学的含义，社会研究中的范式、理论和研究伦理，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研究的研究建构（研究设计、测量和指标设

计、抽样）；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实验法、调查法、实地研究、非介入研究等）；定

性和定量资料的处理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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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030201 政治学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71 政治学原理 

④871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考试大纲： 
671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原理”的出题重心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

的新的理论发展动态，简答题的出题范围一般不超出参考书目的理论范畴，要求考

生对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发展历程有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握，问答题一般要求考

生在掌握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基础上，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当前的理论现象，或者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中涉及的一些重大

理论问题。 

871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出题重心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知识性和体制性问题，

要求考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发展

过程有比较全面的掌握，简答题的范围一般也不超出参考书目的范畴，要求考生对

中国政治的基本制度性问题做出回答；问答题将适度超出参考书目的范畴，要求考

生对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有所关注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分析和

判断，特别鼓励考生在回答问题时展现出创新意识。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72 政治学原理 

④872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考试大纲： 
672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原理”的出题重心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

新的理论发展动态，简答题的出题范围一般不超出参考书目的理论范畴，要求考生

对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发展历程有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握，问答题一般要求考生

在掌握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基础上，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当前的理论现象，或者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中涉及的一些重大理

论问题。 

872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出题重心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知识性和体制性问题，

要求考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发展

过程有比较全面的掌握，简答题的范围一般也不超出参考书目的范畴，要求考生对

中国政治的基本制度性问题做出回答；问答题将适度超出参考书目的范畴，要求考

生对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有所关注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分析和

判断，特别鼓励考生在回答问题时展现出创新意识。 

 

世

界

经

济

研

究

所 

030206 国际政治          

01 国际政治经济学 

02 当代国际政治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76 国际关系史 

④876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  

     中国外交 

 

考试大纲： 

考试的总体要求 

一、考试科目：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外交学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 本专业考核的科目共两门: “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

关系和中国外交”，这是国际问题研究相关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二、考试目标： 

入学考试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考生在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是

否具有基本的学科知识、理解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对社会科学

宏观问题的兴趣、文字论述等综合素质。 

三、考试要求： 

熟练掌握国际关系史、中国外交中的主要事件、主要问题和国际关系发展史的主



 

要线索，以及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流派与方法，

并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理解和解释相关国际与外交现实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的主要内容： 

以以下列出的具体大纲内容为主，但还包括未列入本大纲，但与列入本大纲内容

相关的人物、事件、理论流派、概念、战争与和平合作发展进程、战前与战后的各种

安全问题、中国的对外政策、各个国家互动关系等问题。 

 

676 国际关系史： 

（一）1648 年后各国际体系 

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

战后体系；形成的时间。 

2、各国际体系性质、特点及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意义。 

（二）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三十年战争、反法联盟、神圣同盟、俄奥普三次瓜分波兰、四国同盟、克里米

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

两次巴尔干危机、萨拉列窝事件、法绍达事件、9.18 事件、柏林-罗马轴心、珍珠

港事件、柏林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海湾战争、9.11 事件。 

（三）重要国际会议与条约 

《乌特列支条约》、维也纳会议、威尔逊十四点、巴黎和会、热那亚会议、拉

巴洛协定、鲁尔危机、洛桑条约（1923）、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非战公约、

贝尔福宣言、伊犁条约、朴斯茅斯条约、布列斯特和约、国际联盟、苏德互不侵

犯条约、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布雷顿森林会议、联合国宪章、雅尔塔会议、

日美安全条约、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六方会谈、

马斯特里赫条约。 

（四） 重要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欧佩克、77 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北约、10+3 合作

机制、八国集团、20 国集团、联合国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区。 

 (五) 重要的概念、倡议 

    均势、维也纳体系与大国协调、卑斯麦外交、门罗主义、租借法案、中立法

案、凯南主义、马歇尔计划、舒曼计划、艾森豪威尔主义、杜鲁门主义、冷战、

尼克松主义、星球大战计划、结盟、两极、多极、核竞赛与核军控恐怖主义、中

美关系与三个公报、单边主义、新保守主义、北约东扩、和平崛起、和谐世界。 

876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中国外交：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部分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治理理论；

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 

（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 

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非国家行为体；现代化理论；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对外政策分析；国际生产体系；区域经济一

体化。 

（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 

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兴经济体崛起；G20 峰会；APEC 峰会；金砖

国家峰会；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利比亚战争；中东政治格局变化；

北极开发；海洋权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四）国际政治经济重要概念 



 

全球治理；软实力；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中国模式；发展问题；金砖国家；

国际经济失衡；跨国公司；要素流动。 

 

中国外交部分 

（一）重大事件 

抗美援朝；金门危机；中苏论战；珍宝岛事件；中美建交；中国驻南使馆被

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二）重要会议 

万隆会议；日内瓦谈判；朝鲜半岛六方会谈；中非论坛；联合国气候大会； 

（三）中国与国际组织、国际体系 

中国与联合国；中国与不结盟运动；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

国与 APEC；中国与 77 国集团；中国与欧盟；中国与 G20；金砖国家；中国与国

际体系的关系 

（四）重要概念 

“一边倒”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集体安全与集团外交；

人权外交；危机外交（包括中国的斡旋外交、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等）；中国和平

发展道路（两份白皮书）；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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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07 国际关系           

01 国际关系理论 

02 国际战略研究 

03 亚太国际关系（美、日、朝鲜半岛、东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77 国际关系史 

④877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  

     中国外交 

 

考试大纲： 
677 国际关系史： 

同上 

877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中国外交： 

同上 

030208 外交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78 国际关系史 

④878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  

     中国外交 

 

考试大纲： 
678 国际关系史： 

 同上 

878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中国外交： 

 同上 

 

文

学

研

究

030304 民俗学            

01 都市民俗学 

02 宗教民俗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64 社会学概论 

④864 民俗学概论 

 



 

所 考试大纲： 
664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考试的基本思路是比较全面地考察考生对社会学基本原理、基

本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度，以及利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

视角、方法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这样的考试，目的是为了选择具有较好

的社会学知识和理论素养的考生，以及具有较好的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分析现实

问题的能力。通过这样的考试，目的是为了选拔出那些今后适合从事社会学研究及

相关实务工作的考生。 

考试内容分两大类：其一、简答题，主要考察考生对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

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度。其二、论述题，主要考察考生

对社会学原理和研究视角的融会贯通能力，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的原理和研究视角分

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考察考生三方面的能力：（1）对社会学基

本原理的把握程度；（2）有否独到的见解；（3）论述的逻辑性和表述的清晰流畅性。 

864 民俗学概论： 

一、 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 

１、 “民俗”概念的流变 

２、 民俗学的分类 

３、 重要的民俗学理论流派 

４、 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关系及民俗学的学科性质 

二、 民俗学史 

１、 近现代民俗学的发端 

２、 欧美民俗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３、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４、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分期 

三、 民间文学的理论与方法 

１、 “民间”概念的流变 

２、 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 

３、 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主要观点 

４、 美国都市传说研究的主要观点 

四、 民间文学史 

１、 中国民间文学的起源 

２、 中国民间传说的历史分期 

３、 神话、传说与故事的区别与联系 

五、 城市民俗学专题研究 

１、 中国城市民俗学的起源 

２、 城市民俗学的特征及功能 

３、 中国城市民俗学的重要著作及主要观点 

４、 日本城市民俗学的重要观点 

六、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１、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流变 

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求真与求善的关系 

３、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关系 

 



 

050101 文艺学        

01 城市文化  

02 公共文化 

03 文艺理论及比较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91 文艺学概论 

④891 文学与文化研究综合 

 

考试大纲： 
691 文艺学概论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所属各专业

方向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统考课程。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同专业及相近专

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文艺学素

养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术研究。 

二、考试目标 

“文艺学概论”是文学及文化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它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

学及文化实践为基础，探求文学及文化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 

考生须具备以下能力： 

1、系统掌握文艺理论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以及基本的理论体系； 

2、在本科期间阅读大量文学文本的基础上，较为深刻地理解文学创作与文学文化批

评的基本方法； 

3、能运用文艺理论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分析和评论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化

现象。 

三、考试内容纲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中国化 

1.艺术生产论；2.文学反映论；3.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4.艺术交往论； 

（二）文学作为活动 

1.生活活动与文学活动；2.文学四要素；3.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三）关于文艺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1.真：艺术真实与艺术概括；2.善：情感评价、人文关怀；3.美：形式创造； 

（四）关于文艺的消费、接受与评价 

1.文艺消费与一般消费；2.文艺接受的文化属性；3.文艺接受与网络文艺；4.文艺

批评的价值嬗变；5.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 

（五）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1.1911——1937：文学观念之改变；文学革命论；反映论与表现说；自己的园地；

通俗文学；左翼文学 

2.1937——1949：文艺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 ；战争背景中的文艺与宣传；暴露与

讽刺；现实主义及主观论 

3.1949——1976：文艺从属政治论；三突出原则；潜在写作 

4.1976——1992：人道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艺术真实论；先锋写作；女性视角 

5.1992——：作为商品的文学；网络时代大众写作；欲望写作 

（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 

1.“诗言志”说的主要内涵；2.孔子“兴、观、群、怨”说的主要内涵； 

3.曹丕的《典论•论文》；4.刘勰及其《文心雕龙》；5.钟嵘的《诗品》； 

6.皎然《诗式》的诗学理论；7.严羽的《沧浪诗话》；8.李贽“童心”说； 

9.叶燮的《原诗》；桐城派的文论；10.梁启超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11.王国维《人间词话》； 



 

（七）关于比较文学研究 

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主张和核心概念 

2.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及其共同构建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 

3.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历史衍变过程、内在关联以及各代表人物的理论

主张 

4.形象学和译介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基础及研究重点 

891 文学与文化研究综合：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文艺学（城市文化、公共文化、

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等 3 个方向）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课考试。其评价标准是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文

艺学专业素质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习研究。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文学与文化研究综合。 

三、评价目标 

本考试科目注重考查考生对城市文化、公共文化、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等专业

的理解与分析能力，以及对相关学术研究动态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考生应能： 

1．准确解释城市文化、公共文化和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的有关基础知识。 

2．正确理解和掌握 3 个专业方向的有关范畴、概念和论断。 

    3．能够运用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解释和论证某种学术观点，辨明理论是非；

或者综合分析某种特定的文学和文化现象。 

    4．及时跟踪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和研究前沿。 

5．结合以往的阅读兴趣，就特定的学术问题及其研究理论和历史加以分析概括。 

    6．准确、恰当地使用本学科的专业术语，能够层次清楚、史论结合、合乎逻辑

地表述。 

7. 对中西城市文化、公共文化及文化交流融合的实践进展有基本的了解。 

四、考试内容纲要： 

（一）城市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论意识形态及其现实基础》；马克思《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

秘密》；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本雅明《可技术复制时代

的艺术作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韦伯《城

市的概念》；让.鲍德里亚《在使用价值之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

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戴维.哈维《可能的城市世界》；格奥尔格.西美尔《大

都会与精神生活》 ；沙朗.佐京《城市文化》 

（二）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概念及其特征（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公共产品与公共文化产

品、公共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生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

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治理理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第三部门理论；公共

文化服务的国际经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治理理论。 

（三）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 

——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思想与诗学理论（如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人的理论）； 

唐宋时期的文艺理论（如韩愈、白居易、司空图等人的文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诗论与文论（如公安派、竟陵派、李渔和金圣叹、王国维等人的文论）； 

现当代文论（如鲁迅、周作人、胡风、茅盾、李健吾、周扬、毛泽东等人的文艺

主张和观点）； 

——西方文艺批评理论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贺拉斯、布瓦洛等人的文艺思想；雪莱、柯尔律治、歌德、

席勒等人的文艺理论；黑格尔、尼采、别林斯基、波德莱尔、艾略特、海德格尔等人

的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流派的转向。 

——比较文学学科定位和学科发展史 

比较文学研究范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学科发展史。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主张；接受与传播理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

贡献）；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主张；“新批评”理论；对比较文学学

科的贡献）；比较文学俄国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主张；“形式主义”批评；对比较

文学学科的贡献）；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主张；阐释学在比较文学中

的运用；后殖民理论开拓的疆域）；比较文学相关学科（形象学；译介学；海外汉学；

比较诗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92 文艺学概论 

④892 中国古代文学  

 

考试大纲： 
692文艺学概论：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所属各专业

方向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统考课程。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同专业及相近专

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文艺学素

养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术研究。 

二、考试目标 

“文艺学概论”是文学及文化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它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

学及文化实践为基础，探求文学及文化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 

考生须具备以下能力： 

1、系统掌握文艺理论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以及基本的理论体系； 

2、在本科期间阅读大量文学文本的基础上，较为深刻地理解文学创作与文学文化批

评的基本方法； 

3、能运用文艺理论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分析和评论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化

现象。 

三、考试内容纲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中国化 

1.艺术生产论；2.文学反映论；3.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4.艺术交往论； 

（二）文学作为活动 

1.生活活动与文学活动；2.文学四要素；3.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三）关于文艺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1.真：艺术真实与艺术概括；2.善：情感评价、人文关怀；3.美：形式创造； 

（四）关于文艺的消费、接受与评价 

1.文艺消费与一般消费；2.文艺接受的文化属性；3.文艺接受与网络文艺；4.文艺



 

批评的价值嬗变；5.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 

（五）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1.1911——1937：文学观念之改变；文学革命论；反映论与表现说；自己的园地；

通俗文学；左翼文学 

2.1937——1949：文艺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 ；战争背景中的文艺与宣传；暴露与

讽刺；现实主义及主观论 

3.1949——1976：文艺从属政治论；三突出原则；潜在写作 

4.1976——1992：人道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艺术真实论；先锋写作；女性视角 

5.1992——：作为商品的文学；网络时代大众写作；欲望写作 

（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 

1.“诗言志”说的主要内涵；2.孔子“兴、观、群、怨”说的主要内涵； 

3.曹丕的《典论•论文》；4.刘勰及其《文心雕龙》；5.钟嵘的《诗品》； 

6.皎然《诗式》的诗学理论；7.严羽的《沧浪诗话》；8.李贽“童心”说； 

9.叶燮的《原诗》；桐城派的文论；10.梁启超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11.王国维《人间词话》； 

（七）关于比较文学研究 

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主张和核心概念 

2.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及其共同构建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 

3.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历史衍变过程、内在关联以及各代表人物的理论

主张 

4.形象学和译介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基础及研究重点 

892 中国古代文学： 

一、考试性质 

本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招收中国古代文学

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课考试。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

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古代文学专业素质并有利于今后的进

一步学习研究。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中国古代文学。 

三、评价目标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

考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阅读、分析能力，以及对相关学术研究情况的了解和掌

握程度。 

考生应能： 

1．准确地解释或再现中国古代文学的有关知识。 

2．正确理解和掌握学科的有关范畴、规律和论断。 

  3．运用相关知识，解释和论证某种观点，辨明理论是非。 

  4．运用古代文学的阅读经验，对古代文学文献加以正确的句读和解释。 

5．结合以往的阅读兴趣，就特定的学术问题及其研究历史加以分析概括。 

  6．准确、恰当地使用本学科的专业术语，层次清楚、有论有据、合乎逻辑地表

述。 

四、考试内容纲要： 

一、历代作家作品 

1．先秦作家作品；2．汉代作家作品；3．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4．唐代作家作



 

品 5．宋代作家作品；6．元明清作家作品 

二、古籍名著 

1．“四书”、“五经”；2．《诗经》；3．《左传》；4．《国语》；5．《楚辞》；6．《吕

氏春秋》；7．《山海经》；8．《战国策》；9．《玉台新咏》；10．《乐府诗集》；11．二

十四史；12．四史；13.《四库全书》；14.永乐大典  

三、文人集团 

1．初唐四杰 ；2．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3．唐宋八大家；4．三

苏；5．元曲四大家；6．复社；7．桐城派 

四、文学体裁 

1．赋；2．骈文；3．原；4．辩；5．说；6．论；7．奏议；8．序、践；9．赠

序；10．铭；11．祭文；12．传奇 

五、史书体例 

1．编年体；2．纪传体；3．纪事本末体；4．国别体；5．语录体；5．通史；6．断

代史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93 文艺学概论 

④893 中国现当代文学  

 

考试大纲： 
693文艺学概论：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所属各专业

方向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统考课程。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同专业及相近专

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文艺学素

养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术研究。 

二、考试目标 

“文艺学概论”是文学及文化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它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

学及文化实践为基础，探求文学及文化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 

考生须具备以下能力： 

1、系统掌握文艺理论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以及基本的理论体系； 

2、在本科期间阅读大量文学文本的基础上，较为深刻地理解文学创作与文学文化批

评的基本方法； 

3、能运用文艺理论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分析和评论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化

现象。 

三、考试内容纲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中国化 

1.艺术生产论；2.文学反映论；3.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4.艺术交往论； 

（二）文学作为活动 

1.生活活动与文学活动；2.文学四要素；3.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三）关于文艺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1.真：艺术真实与艺术概括；2.善：情感评价、人文关怀；3.美：形式创造； 

（四）关于文艺的消费、接受与评价 

1.文艺消费与一般消费；2.文艺接受的文化属性；3.文艺接受与网络文艺；4.文艺

批评的价值嬗变；5.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3276.htm


 

（五）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1.1911——1937：文学观念之改变；文学革命论；反映论与表现说；自己的园地；

通俗文学；左翼文学 

2.1937——1949：文艺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 ；战争背景中的文艺与宣传；暴露与

讽刺；现实主义及主观论 

3.1949——1976：文艺从属政治论；三突出原则；潜在写作 

4.1976——1992：人道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艺术真实论；先锋写作；女性视角 

5.1992——：作为商品的文学；网络时代大众写作；欲望写作 

（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 

1.“诗言志”说的主要内涵；2.孔子“兴、观、群、怨”说的主要内涵； 

3.曹丕的《典论•论文》；4.刘勰及其《文心雕龙》；5.钟嵘的《诗品》； 

6.皎然《诗式》的诗学理论；7.严羽的《沧浪诗话》；8.李贽“童心”说； 

9.叶燮的《原诗》；桐城派的文论；10.梁启超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11.王国维《人间词话》； 

（七）关于比较文学研究 

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主张和核心概念 

2.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及其共同构建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 

3.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历史衍变过程、内在关联以及各代表人物的理论

主张 

4.形象学和译介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基础及研究重点 

893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考试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卷，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主要考试科目，旨在考量建基于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上的相关知识和专业能力，以此评判应试者是否具备进一步深造的条件与

录取资格。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批评史。 

三、评价目标 

重点考察考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作家作品的了解广度

和理解深度，及其读解、分析、表达能力。 

考生应能： 

（一）较全面地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包括文学历史现象，代表作家

及其作品内蕴，相关思潮与批评）。 

（二）较熟练、恰当地运用已掌握的中外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给定的文学现象

进行阐释、论证。 

（三）在论述中提出独到、合理的观点；作出富于个性、合乎逻辑的论证。 

（四）在表述语言的丰富性、精当性基础上，较熟练、准确地使用本专业术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卷纲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近代市民小说的新变，鲁迅、郁达夫的小说，早期的新文学小说及其类型 

（三）早期白话诗，郭沫若的新诗与早期新月诗派 



 

（四）新文学散文的流派与风格 

（五）文明新戏与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 

（六）主要文学社团及其刊物 

二、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茅盾、老舍、巴金等的小说 

（三）京派、海派与左翼文学 

（四）市民小说的流变 

（五）新诗的流变与流派 

（六）散文的流变与流派 

（七）戏剧运动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三、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1937—1949）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四种文学现象与类型：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与“孤岛”文学 

（三）赵树理的小说与文体新变 

（四）海派文学的新发展及其代表作家作品 

（五）新诗的流变、流派与代表作家 

（六）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的流变、流派 

（七）戏剧的形式与功能的分殊 

四、中国当代文学前十七年（1949—1966）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主要小说作家及其作品 

（三）主要诗歌作家及其作品 

五、文革后的中国当代文学（1976—）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及其意义、经验、教训 

（三）文学潮流：伤痕、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市民文学等 

（四）当代海内外华文代表作家作品及其思想内蕴、艺术风格 

 

0501Z1 文化产业           

01 文化管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95 文艺学概论 

④895 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 

 

 

考试大纲： 
695文艺学概论：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所属各专业

方向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统考课程。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同专业及相近专

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文艺学素

养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术研究。 

二、考试目标 

“文艺学概论”是文学及文化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它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

学及文化实践为基础，探求文学及文化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 

考生须具备以下能力： 



 

1、系统掌握文艺理论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以及基本的理论体系； 

2、在本科期间阅读大量文学文本的基础上，较为深刻地理解文学创作与文学文化批

评的基本方法； 

3、能运用文艺理论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分析和评论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化

现象。 

三、考试内容纲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中国化 

1.艺术生产论；2.文学反映论；3.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4.艺术交往论； 

（二）文学作为活动 

1.生活活动与文学活动；2.文学四要素；3.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三）关于文艺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1.真：艺术真实与艺术概括；2.善：情感评价、人文关怀；3.美：形式创造； 

（四）关于文艺的消费、接受与评价 

1.文艺消费与一般消费；2.文艺接受的文化属性；3.文艺接受与网络文艺；4.文艺

批评的价值嬗变；5.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 

（五）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1.1911——1937：文学观念之改变；文学革命论；反映论与表现说；自己的园地；

通俗文学；左翼文学 

2.1937——1949：文艺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 ；战争背景中的文艺与宣传；暴露与

讽刺；现实主义及主观论 

3.1949——1976：文艺从属政治论；三突出原则；潜在写作 

4.1976——1992：人道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艺术真实论；先锋写作；女性视角 

5.1992——：作为商品的文学；网络时代大众写作；欲望写作 

（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 

1.“诗言志”说的主要内涵；2.孔子“兴、观、群、怨”说的主要内涵； 

3.曹丕的《典论•论文》；4.刘勰及其《文心雕龙》；5.钟嵘的《诗品》； 

6.皎然《诗式》的诗学理论；7.严羽的《沧浪诗话》；8.李贽“童心”说； 

9.叶燮的《原诗》；桐城派的文论；10.梁启超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11.王国维《人间词话》； 

（七）关于比较文学研究 

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主张和核心概念 

2.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及其共同构建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 

3.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历史衍变过程、内在关联以及各代表人物的理论

主张 

4.形象学和译介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基础及研究重点 

895 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 

一、考试性质 

根据党的十八大文件和国务院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文件，文化产业是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着力点。把握文化的经济规律，是增加社会的文化财富，推动产业转型和

升级的重要内容。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建设文化强国，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的要求，本学科培养的人才，主要是具有文化产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具备文化产业经营、策划、运营、管理、市场开拓能力，有广泛国际视野的文化产



 

业骨干人才和复合型专业人士。 

二、考试学科范围 

考试对象为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相关考生。 

三、评价目标 

本专业的考试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的基础知识，基本

概念、基本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理论分析当前一般的文化产业问题，既考

核学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熟悉情况，也考察学生对全球一般文化产

业理论和实践的了解情况，从而综合考核学生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基本理论修养和从

事文化产业工作的基础能力。 

本考试科目主要考查学生对掌握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的专业理论、专业修养、

专业能力，既考核学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熟悉情况，也考察学生对

全球重点文化产业理论和文化产业实践的了解情况。 

四、考试内容纲要： 

（一）文化产业的功能 

文化产业的主要功能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 

（二）全球文化产业的态势 

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全球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企业； 

（三）文化产业资源的开发 

文化产业的资源类型，文化产业资源的利用原则； 

（四）文化经济的规律 

文化生产的经济属性，价值规律、市场规律等。 

（五）文化市场的内涵 

文化市场的基本内涵，主要分类，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相互关系； 

（六）文化贸易的特点 

国际文化贸易的特点和规律，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要求和路径等； 

（七）文化产业链与产业的联动 

文化产业链的基本构成和主要特点； 

（八）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与园区建设 

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作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意义； 

（九）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含义，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点； 

（十）文化经济政策 

文化经济政策的特点，中国有代表性的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政策等。 

历

史

研

究

所 

0602 中国史            
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02 历史地理学 

03 历史文献学 

04 专门史 

05 中国古代史 

06 中国近现代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3 历史学专业基础 

 

考试大纲： 
无 

 



 

世

界

中

国

学

所 

0602中国史 

01 世界中国学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3历史学专业基础 
 

考试大纲： 

无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所 

0603 世界史              

01 外国区域国别史         

02 外国近现代史                 

03 中外关系史 

04 外国专门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3 历史学专业基础 

 

考试大纲： 

无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所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02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 

03 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 

04 意识形态与文化问题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16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 

④816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考试大纲： 

716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了解其理论源流、发展和历史演变，

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趋势和当前学界讨论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能够运用马克思

主义分析现实社会问题，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

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一定了解，能够把经典著作的解读和研究同

时代发展特色结合起来。 

816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

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和历史地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分析。 

数

量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 经济大数据分析 

02 数量金融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930 数量经济学 

 

考试大纲： 

   930 数量经济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数量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数量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用

数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概念 

第一节 经济变量 

第二节 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经济数据的类型 

第四节 经济数据的特征 

 

第二章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理论与应用 

第一节基础矩阵形式普通最小二乘法 

第二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其估计 

第三节 假设检验 

第四节 标准化系数和偏相关系数 

第五节 对多个回归参数的检验问题 

2.5.1 多个回归参数检验的统计量的构造 

2.5.2 回归系数显著性的联合检验 

第六节 回归模型参数最小二乘估计量的性质 

第七节 虚拟变量的使用 

2.7.1 虚拟变量的使用 

2.7.2 有关虚拟变量系数的检验 

 

第三章 最大似然估计和模型设定检验 

第一节对数似然函数 

第二节二点分布模型 

第三节 简单回归模型 

第四节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第五节最大似然估计量的性质 

 

第四章 多重共线性的概念.，诊断与克服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多重共线性的概念 

第二节 多重共线性的症状与诊断 

4.2.1 多重共线性的症状 

4.2.2 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性.严重性以及诊断 

第三节多重共线性问题的解决 

4.3.1 克服多重共线性的一些常用方法 

4.3.2 严格的线性约束 

 

第五章 违背高斯-马尔柯夫假设的模型处理 

第一节 存在异方差干扰的模型处理 

5.1.1 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干扰的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 

5.1.2 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 

5.1.3 存在简单形式异方差干扰的模型处理 

5.1.4 异方差性的检验（戈德菲尔德-匡特；残差图法等） 

第二节 自相关 

5.2.1 一阶自回归 

（D.W 检验统计量）第三节 其他自相关模型 



 

5.3.1 高阶自回归 

5.3.2 移动平均误差 

 

第六章 单变量时间序列模型 

第一节 基本概念 

6.1.1 移动平均过程 

6.1.2 自回归过程 

第二节 平稳过程 

6.2.1 一阶自回归过程 

6.2.2 一阶移动平均过程 

第三节 一般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 

 

第七章 时间序列回归 

第一节 平稳时间序列 

第二节 伪回归 

第三节 使用自相关函数检验平稳性 

第四节 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管

理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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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备注：金融学

部 分 为 80 

分，公司金融

部分为70 分 

考试大纲： 
   431金融学综合 

一、考试性质 

  《金融学综合》是 2019 年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目

之一。《金融学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

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

的经济建设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

用型、复合型的金融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运用

能力。 

三、考试内容 

  一) 金融学 

  1、货币与货币制度 

    货币的职能与货币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 

  2、利息和利率 

    利息 

    利率决定理论 

    利率的期限结构 

  3、外汇与汇率 



 

    外汇 

    汇率与汇率制度 

    币值、利率与汇率 

    汇率决定理论 

  4、金融市场与机构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衍生工具市场 

    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5、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6、现代货币创造机制 

    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 

    中央银行职能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7、货币供求与均衡 

    货币需求理论 

    货币供给 

    货币均衡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8、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9、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收支 

    国际储备 

    国际资本流动 

  10、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理论 

    巴塞尔协议 

    金融机构监管 

金融市场监管 

  二)公司金融 

  1、公司金融概述 

    什么是公司金融 

    财务管理目标 

2、财务报表分析 

    会计报表 

    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3、长期财务规划 

    销售百分比法 

    外部融资与增长 

  4、折现与价值 

    现金流与折现 

    债券的估值 

    股票的估值 

5、资本预算 

    投资决策方法与比较 

自由现金流 

项目净现值 

     增量现金流 

    净现值运用 

    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6、风险与收益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 

    均值方差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无套利定价模型 

  7、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贝塔(β )的估计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8、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 

    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 

    有效市场与公司金融 

  9、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 

    资本结构 

    MM 定理 

  10、公司价值评估 

    公司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根据国家教委统一规定，实行收费制。各专业招生具体要求以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招生目录详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网站（http://yjs.sass.org.cn/），实际招生人

数以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硕士指导性招生计划只下达到研究所，实行总

量控制，具体到各专业由研究所根据导师及生源情况负责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