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是一所在海内外享有卓著声誉的学院，在其 60 余年的学科发展历史中，始终站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最前沿，引领学科发展，培养
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精英和学术人才。在“211 工程”建设和“双一流”建设中成果突出。学院设有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
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授予权。国际贸易学二级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另有 5 个二级学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法经济学和低碳经济学是北京市重点交叉学
科。各学科发展迅速，学生事业前景广阔。
学院拥有一支高学历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人数 112 人，其中教授 43 人，获得海外博士学位者 43 名。教师以国际发表为标志的科研成果已进入国
际主流学术界。
学院多层次办学，还分别招收全英文培养和全中文培养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层面的留学生。在学院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占全国总数的 1.3%。学院按照科学
学位和专业学位两个轨道培养硕士研究生。我院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水平和质量上都显示了较强的竞争力。
我校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各专业继续实行按一级学科命题，但不采用统一划线，将结合生源情况分专业单独划线。考生需
结合自身情况科学合理选报专业。各专业下所列研究方向为该专业导师重点研究方向，供学生在撰写论文阶段参考，但在招生录取阶段和课程培养阶段，各
专业不区分方向。报考我院硕士研究生的考生须本科毕业或为应届本科毕业生。

一、招生专业目录（我院不接受本科以下学历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报考）
专业代码

拟招人数

0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1

考试科目

备注

020203 财政学
01(全日制)财政理论与政策
02(全日制)国际税收

8
（含拟接收推免生 3 人）

03(全日制)社会保障

02(全日制)数量金融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15 经济学综合

020204 金融学
01(全日制)金融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35
（含拟接收推免生 14 人）

815 科目所含内容：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

同上

815 科目所含内容同上。

同上

815 科目所含内容同上。

同上

815 科目所含内容同上。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1(全日制)运输经济学

8

02(全日制)能源经济学

（含拟接收推免生 3 人）

03(全日制)产业组织
35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1-04 方向) （含拟接收
推免生 14 人）

01(全日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2(全日制)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学单独考试科

03(全日制)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

目：
10

①111 单考政治

(05 方向)

②288 单考英语

04(全日制)国际运输与物流
05(非全日制)国际贸易学(仅供单独考试考生选择)

③788 单考专业基础
④888 单考贸易综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1(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8

②201 英语一

（含拟接收推免生 3 人）

③303 数学三
④815 经济学综合

2

国际贸易学单考面向艰
苦行业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企业主管单位人员
定向招生。
其他请查看参考书目以
及我校“国际贸易学单
独考试招生简章”
815 科目所含内容：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02Z2 运输经济与物流
01(全日制)运输经济学
02(全日制)物流管理

8

②201 英语一

（含拟接收推免生 3 人）

③303 数学三
④815 经济学综合

815 科目所含内容：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

0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0201 理论经济学
020101 政治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1(全日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02(全日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03(全日制)新制度经济学与契约理论

6

②201 英语一

（含拟接收推免生 2 人）

③303 数学三

815 科目所含内容同上。

④815 经济学综合

04(全日制)中国消费与流通问题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8

②201 英语一

（含拟接收推免生 3 人）

③303 数学三

815 科目所含内容同上。

④815 经济学综合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5

②201 英语一

（含拟接收推免生 2 人）

③303 数学三
④815 经济学综合

3

815 科目所含内容同上。

0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专业学位硕士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78
（全日制）
（含拟接收推免生 71 人）

025300 税务（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7
（含拟接收推免生 14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431 由本校自行命题，所

②201 英语一

含内容参见教育部考试

③396 经济类综合能力

中心公布的考试大纲。

④431 金融学综合

150 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433 由本校自行命题，所

②201 英语一

含内容参见教育部考试

③396 经济类综合能力

中心公布的考试大纲。

④433 税务专业基础

150 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147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含拟接收推免生 58 人）

②201 英语一
③396 经济类综合能力
④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
础

434 由本校自行命题，所
含内容参见教育部考试
中心公布的考试大纲。
150 分

注：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各专业招生人数均为拟招生人数（括号内为拟接收推免生人数），此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专业拟招生人数将根据教育部正式下
达的招生计划、社会需求、学科发展、生源状况、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接收推免生工作结束后，我校将公布各专业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等情况可能有所
调整，请考生知悉。下列备注中书目仅供参考，命题教师将根据考生通常应该掌握的知识点酌情命题。
我院与巴黎第一大学经济系（及巴黎经济学院）合作的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硕士项目已开展 6 年；目前计划招收新一届的全日制硕士生（不含单考生和
在职生）硕士生中选拔一批学生，前往巴黎攻读一至两年经济学课程（英文授课）
，出国期间须向外方缴纳相应费用。具体说明请见本目录附件。

4

二、初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815 经济学综合

参考书目名称

出版社、出版年份

434 国际商务专业
基础

[美]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

《微观经济学》
（第八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宏观经济学》
（第十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010 年

《西方经济学》
（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高鸿业

《货币金融学》
（第十一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美]米什金著，郑艳文，荆国勇译

《公司理财》
（第十一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美）罗斯，（美）威斯特菲尔德，
（美）杰富 著，吴世农 等译

431 金融学综合

433 税务专业基础

作者

宾费尔德著，高远等译
[美] 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
著，王志伟译

《税收经济学》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杨志勇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辅导教材 税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年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国际税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九版

朱青

《国际商务》
（第三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第一次印刷版本的勘误
王炜瀚、王健
表，请扫描第 420 页参考文献二维码，见最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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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国际贸易学单独考试初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包括内容及分数

参考书

111 单独考试思想政治理论
（100 分） 100 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第四版 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干忠著

288 单考英语（100 分）

100 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7th,Gregory Mankiw 参照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标准

788 单考专业基础（150 分）

1、西方经济学( 100 分)

1.《西方经济学》 (宏观部分·第七版）

2、专业英语（50 分）

高鸿业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2.《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第七版）
高鸿业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888 单考贸易综合（150 分）

1.《国际贸易》
（第六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薛荣久主编，崔凡、
1、国际贸易（50 分）
杨凤鸣副主编
2、国际贸易实务（50 分）
2.《国际贸易实务》
（第六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黎孝先、王健主编
3、市场营销（50 分）
3.《市场营销学》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张梦霞编著

三、复试
复试参考大纲附后。
专业学位硕士不参加复试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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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于国际经贸学院与巴黎第一大学试招收联合培养经济学硕士的通知
我校国际经贸学院与巴黎第一大学拟开展联合培养经济学双学位硕士项目。
1、国际经贸学院将在 2021 年被录取的全日制硕士中（不含单考生和在职生，含科学硕士和专业硕士）遴选部分学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参加项目的学
生需达到我校相关专业的分数线并通过复试获得我校的录取资格。
2、参加联合培养的学生还需要通过巴黎第一大学的面试，面试办法和时间由巴黎第一大学确定。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的授课语言为英语。巴黎第一大
学还要求申请者提交相关英语考试成绩以证明英语水平，例如雅思成绩（平均 6.5 分以上）或者托福成绩（至少达到 80 分以上（具体以法方认定为准）
。尚
未参加过此类考试的申请人请提前准备，英语成绩需要在通过法方面试后，按照法方规定时间内提交。
3、被我校录取并通过巴黎第一大学面试的学生将同时在我校和巴黎第一大学注册。第一学年的课程将在巴黎第一大学进行。学员除了学习巴黎第一大
学的相关研究生一年级课程（PSME 课程）之外，还需在暑期专门研修巴黎第一大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学高级课程。第一学年课程结束之后，学生获得巴黎第
一大学授予的证书，但不能获得硕士学位。学生可以选择在巴黎一大继续攻读学位，或返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进行研究生第二年的学习，完成国家规定的政
治类课程等必修课，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合格者毕业获得我校授予的硕士学位。
4、在巴黎第一大学的第一年课程完成后，学生可选择申请继续在巴黎第一大学攻读学位，通过巴黎第一大学选拔性考试的学员可以继续在巴黎第一大
学进行第二学年的学习，合格者获得巴黎第一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该类学员在第三学年返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完成相关修课要求，撰写硕士毕业论文，
合格者毕业获得我校授予的硕士学位。
5、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需要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支付国家规定的学费。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期间，学生还需向巴黎第一大学支付学费。巴黎第一
大学第一学年（含暑期学期）的学费约为 8500 欧元，如能获得允许进入巴黎第一大学第二学年学习，第二年学费需按法国国家法律规定的数额向巴黎一大
缴纳。
请对此项目有兴趣的学生在通过研究生入学初试取得我校复试资格之后，与项目负责人裴老师联系。请在联系信件中说明姓名、性别、报考专业、本科
毕业院校与专业、硕士入学考试成绩、参加联合培养的意向、手机、电子邮件。联络人裴老师联系办法：pnf@uibe.edu.cn。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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