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财经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复试专业科目及参考书目表

招生学院 专业 复试课程 复试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课程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001
经济学院

020202区域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
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
版），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2018
年版.
[2]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2版，资本主
义部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当代中国经济

[1]刘诗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二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
版.
[2]李建建，《当代中国经济》（第二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020203财政学

020204金融学

020205产业经济学

020206国际贸易学

025100
金融

经济学基础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八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
（第二版）（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证券投资学、
政治经济学

[1]霍文文，《证券投资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2]吴晓求，《证券投资学》（第五版），
2020年版.
[3]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2版，
资本主义部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版），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025300
税务

中国税制
[1]马海涛，《中国税制》（第十一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税收管理
[1]吴旭东，《税收管理》（第七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002
统计学院

020209
数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1]《计量经济学》（第四版），庞皓，科
学出版社，2019

071400
统计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概率论基础》（第三版）.李贤平.高
等教育出版社.                                                                                                                                
[2]《数理统计学》（第二版）.茆诗松，吕
晓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5200
应用统计

国民经济统计学

[1]邱东，国民经济统计学[M]，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8.
[2]杨灿，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
原理[M]，科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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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学院 专业 复试课程 复试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课程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003
商学院

120200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1]  [ 美 ] 弗 雷 德 • R. 戴 维
（Fred  R.David） ,福里斯特• R.戴维
（Forest R.David）著.李晓阳译.《战略
管理:概念部分》(第15版).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年.

管理学（60%）、
组织行为学（40%）

[1]周三多等编著.《管理学-原理和方法》
（第7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2]斯蒂芬.罗宾斯,蒂莫西.贾奇著.孙建民,
王震,李原译.《组织行为学》（第16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120201会计学
管理会计（40%）、

中级财务会计（60%）

[1]孙茂竹,支晓强,戴璐主编.《管理会计学
》（第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2]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财务会计学
》 （ 第 13 版 ）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21年.          

基础会计（60%）、
财务管理（40%）

[1]朱小平等主编.《基础会计》（第
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2]赵栓文等主编.《财务管理学》（第
4版）,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          

125100工商管理 管理学
[1]《管理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管理学》.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9年. 

125300会计
财务会计（60%）、
财务管理（40%）

[1]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财务会计学
》 （ 第 13 版 ）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21年.        
[2]赵栓文等主编.《财务管理学》（第
4版）.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

管理会计(40%）、
中级财务会计（60%）

[1]孙茂竹,支晓强,戴璐主编.《管理会计学
》（第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2]刘永泽，陈立军主编.《中级财务会计》
（第7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       

025700审计
审计学（60%）、
财务会计（40%）

[1]陈汉文主编.《审计》（第4版）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2]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财务会计学
》 （ 第 13 版 ）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21年.        

基础会计（60%）、
管理学（40%）

[1]朱小平等主编.《基础会计》（第
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2]周三多,陈传明,贾良定主编.《管理学-
原理和方法》（第7版）.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8年. 

004
管理学院

0202Z2
互联网金融

统计学
[1].贾俊平. 《统计学》（第6版）[M]. 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金融学概论、经济学基础

[1]王常柏.《金融学概论》（第2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8
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0714Z3
统计与管理决策

管理统计学
[1]李金林等著.《管理统计学》（第三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125602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1]毕星主编.《项目管理》（第2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经济学基础和工程经济学

[1]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8
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2]郭献芳，潘智峰，焦俊，李奇会合编. 
《工程经济学》（第二版）[M]. 武汉：中
国电力出版社，2016.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物流学概论
[1]崔介何. 物流学概论（第五版）[M].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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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学院 专业 复试课程 复试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课程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005 
信息学院

1202Z2
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
[1]《网络营销》，杜延庆主编，西北大学
出版社，2017.

管理学、数据库应用

[1]原理与方法（第六版）[M].周三多，陈
传明等编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2]SQL Server 2008数据库管理与开发教程
(第2版)[M].王雨竹，张玉花，张星著.北
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085400
电子信息

计算机网络
[1]《计算机网络（第7版）》,谢希仁主
编，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0714Z4                            
数据科学与智能计算

数据结构
[1]《数据结构——用C语言描述》（第
2版），耿国华，张德同,周明金等，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006法学院

030100
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1]孙长永.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M].北
京：法律出版社，2019.                                   
[2]宋英辉.刑事诉讼法学（第6版）[M].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035102 
法律（法学）

经济法学
[1]刘文华.经济法（第六版）[M].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007
文学院

055200
新闻与传播

新闻实务

[1]彭兰.新媒体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丁法章.当代新闻评论教程（第五版）
[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文化与文学基础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
版）[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十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古代文
学史（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

008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学与公共政策学综合

[1]夏书章等.行政管理学（第六版）[M].中
山大学出版社，2018.
[2]宁骚等.公共政策学（第三版）[M].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8.

管理学
[1]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
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125200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基础知识
蔡立辉、王乐夫.公共管理学（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管理学
[1]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
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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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学院 专业 复试课程 复试参考书目 同等学力加试课程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0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梅荣政著，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中宣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1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与法治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1年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2]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年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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