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学院简介
政府管理学院前身为海关管理系，成立于 1974 年，2006 年学科调整和重组，成立公共管理学院。2020 年更名为政府管理学院。学院以行政
管理为主导和以海关管理为特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发展序列和本硕博培养体系。本科层面拥有 4 个学士学位授予点；硕士层面拥有公
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授予权；博士层面拥有独立的“公共政策与管理”二级交叉学科博士点。学院
依托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整体实力，基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优势，秉承“应用型、国际化、复合型”的培养理念，致力
于培育能引领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的杰出人才。
学院目前设有四个学系：海关管理系、行政管理系、公共经济系和公共事业管理系。设有关务研究中心、行业协会研究中心、文化与休闲产
业研究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现有教师 53 人，其中国际师资 5 人，分别是来自美国的 Hilton Root 教授、Robert Grafstein 教授、Monica Thiel 教授、
澳大利亚的 Grant Tichardson 教授以及韩国的 Kim Insun（金仁仙）副教授。国内师资中，有教授 15 人、博士生导师 11 人，副教授 23 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占 80%以上。近五年来，学院教师承担科研项目共计 101 项，总经费近 1000 万元，其中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8 项、
横向项目 36 项；发表学术论文共 483 篇，其中 CSSCI 收录论文 183 篇、SSCI/SCI 检索论文 10 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科类）
”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获奖多项；撰写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多次获中共中央国务院副总理及以上的国家领导
人批示。目前，学院已成功通过 NASPAA（全球公共管理院校联盟）国际权威认证，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国内外显著增强。
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教育设有 6 个招生专业：行政管理、海关管理、公共经济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以及社会保障。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够掌握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并且具有全球化视野、能够在政府行政部门或非政府公共组织中从事公共事务
管理的复合型高级公共管理人才。

三、招生目录

专业代码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08 政府管理学院
780 科目所含内容：
120401 行政管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4（其中推免生拟招收 5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公共管理学

②201 英语一

管理学原理

③780 公共管理基础

880 科目所含内容

④880 公共管理综合

公共政策
经济学原理
780 科目所含内容：

1204Z2 海关管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9（其中推免生拟招收 3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公共管理学

②201 英语一

管理学原理

③780 公共管理基础

880 科目所含内容

④880 公共管理综合

公共政策
经济学原理
780 科目所含内容：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其中推免生拟招收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公共管理学

②201 英语一

管理学原理

③780 公共管理基础

880 科目所含内容

④880 公共管理综合

公共政策
经济学原理

780 科目所含内容：
120404 社会保障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其中推免生拟招收 1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公共管理学

②201 英语一

管理学原理

③780 公共管理基础

880 科目所含内容

④880 公共管理综合

公共政策
经济学原理
780 科目所含内容：

1204Z3 文化产业管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5（其中推免生拟招收 2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公共管理学

②201 英语一

管理学原理

③780 公共管理基础

880 科目所含内容

④880 公共管理综合

公共政策
经济学原理
780 科目所含内容：

1204Z1 公共经济管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6（其中推免生拟招收 2 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公共管理学

②201 英语一

管理学原理

③780 公共管理基础

880 科目所含内容

④880 公共管理综合

公共政策
经济学原理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MPA）
01(全日制、非全日制)海关与国际贸易
管理方向
02(全日制、非全日制)公共行政管理方

全日制招收
10 人

①199 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01、02 方向招收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考生；
03-06 方向仅招收非全日
制考生。

向
03（非全日制）教育政策与管理方向
04（非全日制）金融政策与管理方向
05（非全日制）文化经济与政策方向

非全日制招收
36 人

06（非全日制）公共行政管理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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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考生可以选报全日制或非全日制方式攻读，在报考时进行选择。具体招生人数将根据生源状况调整，此数据仅供参考。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MPA）新增 08（非全日制）公共行政管理实验班，为我院本年度特色招生方向，拟招收 10 人。该方向的学生，将充
分享有我院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流师资教学授课及一流校园公共服务提供，在北京开展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同时将以青岛研究院为培养/实践
基地。学生在读期间可根据培养方案的安排，往来北京青岛两地，开展深度课程学习和丰富实践、实习。我院与青岛研究院将充分利用我院的教
育资源和青岛研究院的区位优势，致力于通过本招生项目，为青岛市及全国各地输送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公共行政管理人才，欢迎考生踊跃
报考。

四、备注
考试科目

780 公共管
理基础

参考书目名称

出版社、出版年份

《公共管理学》
（第二版，研究生教学用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公共管理导论》（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管理学》
（第 12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作者
陈振明主编
[澳]欧文·E·休斯著，张成福
等译
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
尔特主编

《经济学原理（第 7 版）》
（微观经济学分册+宏
观经济学分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曼昆（N. Gregory Mankiw）著、
梁小民等（译）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
（第 7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高鸿业主编

《公共政策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严强主编

《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托马斯·R·戴伊著、谢明译

《MBA、MPA、MPAcc 联考大纲》及教辅材料（最
新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全国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

880 公共管
理综合

199 管理类
联考综合能
力

五、复试
复试不设专业课笔试科目，不划定复试专业课参考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