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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財經大學 2020 年面向香港、澳門、臺

灣地區研究生招生章程

一、報考資格

報名參加面向港澳臺研究生招生考試的人員，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考生所持身份證件須符合以下條件：

1、港澳地區考生持①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②《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

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2、臺灣地區考生持①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和②《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或《臺灣居民居住證》。

（二）考生學業水準須符合以下條件：

1、報考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以下簡稱碩士生）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學士

學位相當的學位。

2、報考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以下簡稱博士生）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碩士

學位相當的學位。

（三）品德良好、身體健康。

（四）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

二、學制及學費

類 別 學 制
學 費

(元/年.人)

教學地點

全日制學術碩士 三 年 8000 昆明市龍泉路校區

全日制專業碩士 三 年 12000 昆明市龍泉路校區

非全日制專業碩士 三 年

會計為 30000（待定）；工商管理為

26000（待定）；公共管理為 16000；

旅遊管理為 18000（待定）

昆明市龍泉路校區

全日制學術博士生 四年 10000 昆明市龍泉路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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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

面向港澳臺研究生招生報名包括網上報名和現場確認兩個階段。所有參加面向港澳

臺研究生招生考試的考生均須進行網上報名，並到報考點現場確認網報信息、繳納報考

費。

（一）網上報名要求

1、網上報名時間：2019 年 12 月初，具體報名時間詳見“面向港澳臺招生資訊網”

（網址：http://www.gatzs.com.cn）。

2、報名期間，考生可自行修改網報信息。逾期不再補報，也不得修改報名資訊。

3、考生報名時只能填報一個招生單位的一個專業。每位考生報考時，只能報考一

個專業,具體招生專業目錄可查詢“面向港澳臺招生資訊網”。

4、考生應認真瞭解並嚴格按照報考條件及相關要求選擇填報志願、準確填寫個人

網上報名資訊並提供真實材料。考生因不符合報考條件及相關要求、網報信息填寫錯誤或

填報虛假資訊造成後續不能現場確認、考試或錄取的，後果由考生本人承擔。

5、符合報考資格的考生根據自身情況自行選擇報考地點，具體見“內地（祖國大

陸）普通高校面向港澳臺招生資訊網”，並在該報考地點安排的考場參加初試。

（二）現場確認要求

1、所有考生均應按報考點要求對報名資訊進行現場確認，現場確認具體時間，由

各報考點自行確認和公佈，逾期不再補辦。

2、考生現場確認時應按規定提交本人網上報名編號、有效身份證件、學士學位證

書或碩士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可於錄取前補交，但須提交應屆在讀證明原件）或同等

學歷文憑，由報考點工作人員進行核對。

3、考生應對本人網上報名資訊和電子照片進行認真核對並確認。報名資訊經考生

確認後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寫錯誤引起的一切後果由其自行承擔。

4、考生應按報考點要求繳納報考費。

5、報考點列印《考生報名資訊確認表》，考生簽字確認後交報考點留存。

四、考試

入學考試分初試、復試兩個階段。考生應當在 2019 年 3 月中下旬至 4 月中旬期間，

具體時間詳見“面向港澳臺招生資訊網”，憑網報用戶名和密碼登錄“面向港澳臺招生

資訊網”下載列印《准考證》。考生憑下載列印的《准考證》及個人有效身份證件參加

初試和復試。

（一）初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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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試均為筆試,筆試各科目的考試時間均為三小時。

2、博士生初試科目：兩門業務課及英語，各科滿分均為 100 分。

3、會計、圖書情報、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遊管理、工程管理和審計等專業學

位碩士的初試科目為兩門：英語及管理類綜合能力，英語滿分為 100 分，管理類綜合能

力考試滿分為 200 分；其他專業學位和學術型碩士生初試科目為兩門業務課及英語；英

語滿分為 100 分，兩門業務課滿分各為 150 分；

4、初試地點、時間見相應考點通知安排。

（二）復試

初試合格者須參加我校組織的復試，復試事宜另行通知。

五、錄取

我校根據考生的報名資料、考試成績、導師意見及體檢結果綜合評核後，確定錄取

名單。錄取通知書於每年 6 月中旬由我校寄發考生本人。

六、入學

已錄取考生按通知時間入學報到，並按要求進行身體復查，體檢標準參照《普通高

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和《關於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學生入學身體檢查取消乙肝

專案檢測有關問題的通知教學廳》【2010】2 號的要求。

不符合入學條件者，取消入學資格。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時報到者，須書面向招生

單位請假，無故逾期兩周不報到者，取消入學資格。

七、學位

課程學習合格、學位論文答辯通過，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者，可

獲相應的學位證書。

八、聯繫方式

學校代碼：10689

學校名稱：雲南財經大學

地址：雲南省昆明市龍泉路 237 號郵遞區號：650221

聯繫部門：雲南財經大學研究生招生辦公室

聯繫電話：0871-6512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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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學術學位碩士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

院系所

代碼
院系所名稱 專業代碼 專業名稱 研究方向代碼及名稱 考試科目名稱 專業備註

302 金融學院 020204 金融學 01 商業銀行經營與發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等學力加試：(1)金融

學(2)金融市場學
02 金融發展理論與政策

03 普惠金融

04 能源金融

05 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

06 證券市場與公司金融

07 農村金融理論與政策

08 金融計量

09 金融理財

10 國際金融

0202Z2 保險學 01 災害風險管理與巨災保險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等學力加試：（1）保

險學原理（2）保險經濟

學

02 保險制度與政策

03 保險產業經濟學

04 區域保險

05 保險理論與政策

06 風險管理與保險

07 保險精算

306 資訊學院 081202 電腦軟體與理

論

01 智能資訊處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1 數學一

④408 電腦學科專業

基礎綜合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軟體工程理論與應用

081203 電腦應用技術 01 商務智能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1 數學一

④408 電腦學科專業

基礎綜合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網路科學與工程

03 機器學習與模式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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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經濟資訊處理

307 統計與數學

學院

020209 數量經濟學 01 微觀經濟數量分析理論與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經濟計量分析與預測

03 金融時間序列模型及應用

027000 統計學 01 宏觀經濟統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管理統計

03 應用統計

070101 基礎數學 01 非線性泛函分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601 數學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代數圖論

070102 計算數學 01 現代計算理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601 數學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70103 概率論與數理

統計

01 數理統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601 數學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70104 應用數學 01 偏微分方程的數值方法研究及

應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601 數學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71400 統計學 01 統計估計理論與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601 數學分析

④806 高等代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統計模型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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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數據挖掘

04 大數據分析及應用

308 城市與環境

學院

020106 人口、資源與

環境經濟學

01 人口與經濟發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

03 生態環境規劃與自然遺產保護

020202 區域經濟學 01 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城市經濟與房地產經濟

03 區域資源開發與利用

04 邊疆山地區域開發開放

120405 土地資源管理 01 土地規劃與山地開發利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學

④802 管理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本

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考

生報考
02 土地生態與整治

03 土地經濟與政策

311 傳媒學院 1204Z1 文化管理 01 文化資源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702 公共管理學

④802 管理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文化人

類學(2)文化經濟學

02 文化產業管理

03 文化傳播管理

312 物流學院 1201Z1 物流工程 01 物流規劃理論與方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2 管理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 (1)物

流資訊技術(2)物流系

統規劃與設計

02 物流資訊技術與系統

03 物流系統優化與供應鏈集成

04 物流工程新技術新工藝與新裝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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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2 企業管理 01 物流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2 管理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生產與

運作管理(2)物流管理

315 國際工商學

院

120100 管理科學與工

程

01 專案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2 管理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西方

經濟學（2）專案管理

02 管理科學

03 品質管理

04 創新管理

05 投資風險管理

06 教育管理

07 商務資訊系統

327 經濟學院 020101 政治經濟學 01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 財政

學(2) 金融學
02 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

03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

020102 經濟思想史 01 西方經濟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政治經

濟學(2)管理學

02 經濟管理思想史

020103 經濟史 01 中國近現代經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政治經

濟學(2)世界經濟史

02 中外經濟發展比較

03 區域經濟演變

020104 西方經濟學 01 微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財政學

(2)金融學
02 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0201Z1 發展經濟學 01 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現代西

方經濟學流派 (2)財政
02 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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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03 區域經濟發展研究

020201 國民經濟學 01 宏觀財政政策與公共經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財政學

(2)金融學
02 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

03 經濟發展規劃

020205 產業經濟學 01 產業競爭力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國際經

濟學(2)市場行銷

02 產業發展與投資國際化

03 現代商品流通與實踐

020207 勞動經濟學 01 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實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1 西方經濟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

等學力加試：(1)勞動經

濟學(2)人力資源管理
02 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

515 旅遊管理研

究生教育中

心

120203 旅遊管理 01 區域旅遊開發與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 英語一

③303 數學三

④802 管理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復

試中的筆試：無 本專

業不招收同等學力考生
02 旅遊文化發展與管理

03 旅遊經濟管理

04 旅遊政策研究與行業管理

05 旅遊企業管理

06 休閒發展與旅遊規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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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

院系所

代碼
院系所名稱專業代碼 專業名稱 研究方向代碼及名稱 考試科目名稱 專業備註

302 金融學院 025100 金融 00 不區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論

②204 英語二

③303 數學三

④431 金融學綜合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等學力加試：（1）金

融學（2）金融市場學

025500 保險 00 不區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論

②204 英語二

③303 數學三

④435保險專業基礎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等學力加試：(1)保險

學原理(2)保險經濟學

303 商學院 125100 工商管理 01 工商管理 ①199管理類聯考綜

合能力

②204 英語二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復試中的筆試：政治理

論和管理學綜合

02 金融工商管理

307 統計與數學

學院

025200 應用統計 00 不區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論

②204 英語二

③303 數學三

④432 統計學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本專業不接受同等學力

考生報考

308 城市與環境

學院

025600 資產評估 00 不區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論

②204 英語二

③303 數學三

④436資產評估專業

基礎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等學力加試：（1）微

觀經濟學（2）宏觀經濟

學

311 傳媒學院 055200 新聞與傳播 00 不區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論

②204 英語二

③334新聞與傳播專

業綜合能力

④440新聞與傳播專

業基礎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等學力加試：(1)新聞

採訪與寫作(2)傳播學

315 國際工商學

院

025400 國際商務 00 不區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論

②204 英語二

③303 數學三

④434國際商務專業

基礎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同等學力加試：（1）西

方經濟學（2）管理學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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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

院系所

代碼
院系所名稱

專業代

碼
專業名稱 研究方向代碼及名稱 考試科目名稱 專業備註

303 商學院 125100 工商管理 00 不區分研究方向 ①199管理類聯考綜合

能力

②204 英語二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復試中的筆試：政治理

論和管理學綜合

515 旅遊管理研

究生教育中

心

125400 旅遊管理 01 旅遊經濟與管理 ①199管理類聯考綜合

能力

②204 英語二

復試中的面試：專業綜

合和英語口語聽力

復試中的筆試：無

同等學力加試：(1)現

代旅遊管理學(2)旅遊

學

02 旅遊政策與行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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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學術學位碩士研究生初試參考書目

考試科目代碼及名稱 參考書目

601 數學分析
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編：《數學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陳紀修，於崇華，金路編：《數學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801 西方經濟學 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微觀和宏觀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 年版第七版

802 管理學 汪戎主編：《管理學》，科學出版社，2018 年 8 月第二版

806 高等代數
北京大學數學系代數小組主編，《高等代數》，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四版

張禾瑞，郝怲新編：《高等代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6 月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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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初試參考書目

考試科目代碼及名稱 參考書目

334
新聞與傳播專業

綜合能力

卡羅爾•裏奇著：《新聞寫作與報導訓練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六版

藍鴻文著：《新聞採訪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431 金融學綜合
黃達、張傑主編：《金融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 4 月第四版

〔美〕斯蒂芬 A.羅斯（Stephen A.Ross）等主編，《公司理財》，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年 8 月第 11 版

432 統計學 袁衛、龐皓、曾五一等主編：《統計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434
國際商務專業基

礎

查爾斯·希爾著，托馬斯·霍特 著：《國際商務》（第 11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 12 月版

韓玉軍 著：《國際商務》（第 2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 6 月版

楊勝剛等編：《國際金融》（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8 月版

435 保險專業基礎

黃達、張傑主編：《金融學（第四版）精編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 5 月第四版

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 1 月第 7版

劉平主編：《保險學原理與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 年 11 月第 3版

436
資產評估專業基

礎

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微觀和宏觀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 1 月第七版。

朱萍主編，《資產評估學教程》，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16 年 8 月第五版。

荊新、王化成、劉俊彥主編，《 財務管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 6 月第 7 版。

440
新聞與傳播專業

基礎

郭慶光著：《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李良榮著：《新聞學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六版

童兵著：《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7 月第 2 版

劉笑盈著：《中外新聞傳播史》，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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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學術學位碩士研究生復試參考書目

培養單位 代碼及專業 科目 參考書目

302 金融學院

020204 金融學
（1）金融學 不指定參考書目

（2）金融市場學 不指定參考書目

020223 保險學
（1）保險學 不指定參考書目

（2）保險經濟學 不指定參考書目

306 資訊學院

081202 電腦軟體與理

論
（1）資料庫原理 王 珊、薩師煊，《資料庫系統概論》（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081203 電腦應用技術

（2）軟體工程 史濟民等編著，《軟體工程---原理、方法與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

（3）數據結構 嚴蔚敏、吳偉民編著，《數據結構（c 語言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4）電腦網絡 謝希仁編著，《電腦網絡》，電子工業出版社

307 統計與數學學

院

027000 統計學

（授經濟學碩士）
（1）專業綜合面試

袁衛、龐皓、曾五一主編：《統計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茆詩松、程依明、濮曉龍主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一版

李子奈主編：《計量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071400 統計學

（授理學碩士）
（1）專業綜合面試

《數學分析》、《高等代數》：與初試參考書目相同

茆詩松、程依明、濮曉龍主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一版

020209 數量經濟學 （1）專業綜合面試

袁衛、龐皓、曾五一主編：《統計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茆詩松、程依明、濮曉龍主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一版

李子奈主編：《計量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070101 基礎數學 （1）專業綜合面試
東北師範大學編：《常微分方程》

鐘玉泉編：《複變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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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單位 代碼及專業 科目 參考書目

《數學分析》、《高等代數》：與初試參考書目相同

070102 計算數學 （1）專業綜合面試

東北師範大學編：《常微分方程》

鐘玉泉編：《複變函數》

《數學分析》、《高等代數》：與初試參考書目相同

070103 概率論與數理

統計
（1）專業綜合面試

東北師範大學編：《常微分方程》

鐘玉泉編：《複變函數》

《數學分析》、《高等代數》：與初試參考書目相同

070104 應用數學 （1）專業綜合面試

東北師範大學編：《常微分方程》

鐘玉泉編：《複變函數》

《數學分析》、《高等代數》：與初試參考書目相同

308 城市與環境學

院

020106 人口、資源與環

境經濟學

（1）專業綜合
《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編寫組,《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9 出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目

020202 區域經濟學
（1）專業綜合 張洪主編《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 9 月出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目

120405 土地資源管理
（1）專業綜合

畢寶德著：《土地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七版，2016 年 1 月出

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目

311 傳媒學院 1204Z1 文化管理

（1）文化人類學

劉其偉編譯：《文化人類學》，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2012 年第一版

招子明、陳剛主編：《人類學<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評>》，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出版

（2）文化經濟學
胡慧林主編：《文化產業概論》，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陳慶德、馬翀煒著：《文化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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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單位 代碼及專業 科目 參考書目

（3）專業綜合面試

牛淑萍編著：《文化資源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王文章主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 年第一版

郭慶光著：《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312 物流學院

1201Z1 物流工程
（1）專業綜合

冉文學、宋志蘭主編：《物流管理資訊系統》，科學出版社，最新版

朱耀勤等編著：《物流系統規劃與設計》，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最新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

120202 企業管理
（1）專業綜合

李嚴鋒，張麗娟主編：《現代物流管理》，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最新版

陳榮秋、馬士華編著：《生產與運作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

315 國際工商學院
120100 管理科學與工

程

（1）西方經濟學
高鴻業 主編：《西方經濟學》（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 1

月第五版

（2）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協會：《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 年版

327 經濟學院

020101 政治經濟學
（1）金融學 黃達編著：《金融學》（精編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

（2）政治經濟學 張維達主編：《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020102 經濟思想史
（1）政治經濟學 張維達主編：《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2）管理學 週三多主編：《管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020103 經濟史
（1）政治經濟學 張維達主編：《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2）世界經濟史 高德步，王鈺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

020104 西方經濟學
（1）西方經濟學流派 方福前著：《當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

（2）計量經濟學 李子奈、潘文卿著：《計量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020201 國民經濟學 （2）金融學 黃達編著：《金融學》（精編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

120301 農業經濟管理
（1）農業經濟學 孔祥智主編《農業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

（2）發展經濟學 譚崇臺主編：《發展經濟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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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單位 代碼及專業 科目 參考書目

020205 產業經濟學

（1）產業組織
梯若爾（Jean Tirole)著：《產業組織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

（2）經濟增長
庫茲涅茨著：《各國的經濟增長：總產值和生產結構》，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

020207 勞動經濟學

（1）勞動經濟學 曾湘泉主編：《勞動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

（2）人力資源管理
董克用、李超平主編,《人力資源管理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

515 旅遊管理研究

生教育中心
120203 旅遊管理

（1）專業綜合
羅明義主編：《現代旅遊管理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 年 05 月

李天元主編：《旅遊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7 月第三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目



17

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復試參考書目

培養單位 代碼及專業 科目 參考書目

302 金融學院

025100 金融
（1）金融學 不指定參考書目

（2）金融市場學 不指定參考書目

025200 保險
（1）保險 不指定參考書目

（2）保險經濟學 不指定參考書目

303 商學院 125100 工商管理
（1）政治理論 不指定參考書目

（2）管理學綜合 週三多主編：《管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307 統計與數學學

院
025200 應用統計

（1）專業綜合 不指定參考書目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目

308 城市與環境學

院
025600 資產評估

（1）專業綜合 朱萍主編，《資產評估學教程》，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五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目

（3）微觀經濟學
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第七版

（4）宏觀經濟學
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

年版 1 月第七版

311 傳媒學院 055200 新聞與傳播

（1）新聞採訪與寫作

卡羅爾.裏奇著：《新聞寫作與報導訓練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六版

藍鴻文著：《新聞採訪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2）傳播學

郭慶光著：《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李良榮著：《新聞學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六版

童兵著：《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7 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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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單位 代碼及專業 科目 參考書目

劉笑盈著：《中外新聞傳播史》，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315 國際工商學院 025400 國際商務
（1）西方經濟學

高鴻業 主編：《西方經濟學》（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 1

月第五版

（2）管理學 週三多 主編：《管理學》（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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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復試參考書目

培養單位 代碼及專業 科目 參考書目

303 商學院 125100 工商管理 （1）政治理論 不指定參考書目

（2）管理學綜合 週三多主編：《管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515 旅遊管理研究

生教育中心

125400 旅遊管理 （1）專業綜合 李天元主編：《旅遊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7 月第三版。

（2）英語口語聽力 不指定參考書目

（3）同等學力加試 羅明義主編：《現代旅遊管理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 年 05 月

李天元主編：《旅遊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7 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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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
培養單位 學科 導師 代碼及專業 研究方向 考試科目

經濟學院 應用經濟學鐘昌標 020202 區域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1001 英語

2001 經濟學 （一）

3001 計量經濟學
伏潤民 020203 財政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熊德平 020204 金融學 1.金融與經濟協調發展研究

2.普惠金融發展理論與政策

魏宇 020204 金融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王敏 020203 財政學 1.技術創新與稅收制度

2.稅收資訊化與征管績效評

價

繆小林 020203 財政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王智勇 020204 金融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王榮黨 020201 國民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劉春學 020202 區域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錢振偉 020204 金融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葉文輝 020203 財政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朱啟才 020202 區域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李妍 020203 財政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楊志銀 020201 國民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羅宏翔 020202 區域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唐青生 020204 金融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劉富華 020202 區域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李學術 020202 區域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龍超 020204 金融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徐天祥 020201 國民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蘭天 020206 國際貿易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商學院 工商管理 明慶忠 120203 旅遊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1001 英語

2004 經濟學（二）

3004 管理學原理
陳紅 120201 會計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納鵬傑 120201 會計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朱錦餘 120201 會計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李正 120201 會計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陳剛 120203 旅遊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陳昆玉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竇志武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江新會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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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單位 學科 導師 代碼及專業 研究方向 考試科目

納超洪 120202 企業管理 財務管理

趙昆 120204 技術經濟及

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朱立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盧啟程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餘怒濤 120201 會計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薑茸 120204 技術經濟及

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周偉 120204 技術經濟及

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段雲龍 120204 技術經濟及

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冉文學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聶元昆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張洪烈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晏雄 120203 旅遊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張強 120202 企業管理 不區分研究方向

統計與數

學學院

統計學 石磊 027000 統計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1001 英語

2002 經濟學基礎

3002 統計學
趙果慶

李興緒

石磊 071400 統計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1001 英語

2003 概率論與數理統

計

3003 線性與廣義線性

模型

王林

潘江敏

費宇

趙建華

陳飛

喻達磊

趙成貴

經濟學院 理論經濟學龔剛 020101 政治經濟學 1. 新常態下中國新的改革開

放

2.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波動

1001 英語

2001 經濟學 （一）

3001 計量經濟學

陳昆亭 020104 西方經濟學 不區分研究方向

楊子生 020106 人口、資源與

環境經濟學

資源開發與精准扶貧

朱翠萍 020105 世界經濟 1.南亞經濟

2.東南亞經濟

周炎 不區分研究方向



22

培養單位聯繫方式

序號 培養單位 研究生秘書 辦公電話

1 經濟學院 龍老師 0871-65023288

2 金融學院 李老師 0871-65198327

3
商學院 李老師 0871-65113042

商學院（MBA） 王老師 0871-65114085

4 會計學院 黃老師 0871-65192306

5 旅遊管理研究生教育中心 班老師 0871-65192465

6 資訊學院 林老師 0871-65876862

7 統計與數學學院 曾老師 0871-65113543

8 城市與環境學院 李老師 0871-65121863

9 法學院 楊老師 0871-65195276

10 傳媒學院 雷老師 0871-65158626

11 物流學院 馮老師 0871-65023503

12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 薑老師 0871-65176509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專碩） 李老師 0871-65135302

13 國際工商學院 金老師 0871-65181860

14 馬克思主義學院 馬老師 0871-65113161

15 經濟研究院 袁老師 0871-65125553

16 國土資源與持續發展研究所 彭老師 0871-65023615

17 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 胡老師 0871-6514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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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雲南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考生進入復試的初試成績基本要求

學位類別 學科門類(專業)名稱和代碼
分數線

備 注
總分 單科（滿分=100分） 單科（滿分>100分）

學術學位

經濟學（不含金融學院金融學）（02） 335 46 69

①自劃線專業的享受少數民族照顧

政策分數線按該專業自劃線上調幅

度同幅度上調。享受少數民族照顧

政策的考生須滿足以下條件：報考

地處二區招生單位，且畢業後在國

務院公佈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定向

就業的少數民族普通高校應屆本科

畢業生考生；或者工作單位在國務

院公佈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且定

向就業單位為原單位的少數民族在

職人員考生。

②管理類聯考專業考生總分不低於

100分；其他專業不低於 248 分；

單科分數線不低於享受少數民族照

顧政策考生的單科分數線。

金融學院金融學（02） 345 46 69

法學（03） 310 41 62

理學（07） 280 38 57

工學(不含工學照顧專業)（08） 260 36 54

管理學（不含行政管理）（12） 335 46 69

行政管理（12） 346 46 69

專業學位

金融、應用統計、稅務、國際商務、保險、資產評估（02） 335 46 69

法律(非法學)、法律(法學)、社會工作（03） 310 41 62

新聞與傳播（05） 345 48 72
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遊管理（12） 160 37 74
會計（12） 190 37 74
審計（02） 185 37 74
工程(專案管理)（08） 260 36 54

學術學位

專業學位

金融學院金融學享受少數民族照顧政策的考生
① 258 30 45

行政管理享受少數民族照顧政策的考生① 259 30 45

其他專業享受少數民族照顧政策的考生
① 248 30 45

專業學位 享受退役大學生士兵照顧政策的考生② 248 30 45
100 3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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