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范围 

初试科目 

一、431 金融学综合 

货币、货币制度、货币需求与供给、货币均衡、货币与财政政策、通货膨胀与紧缩、

利率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信用、利息、国际货币体系、汇率、金融体系结构、金融中介

体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时间价

值、债券及股票价值评估；投资收益与风险、CAPM模型；投资项目现金流预测及风险分

析，资本成本、资本结构理论、杠杆效应、资本运营管理、财务报表分析、长期与短期融

资、股利政策、衍生工具与风险管理等。 

二、 432 统计学 

    参考书目：《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贾俊平，何晓群，

金勇进。 

  

    绪论  

理解统计的含义与本质，认识统计学的学科性质和作用，理解统计数据的各种类型、

特征以及计量尺度，掌握统计数据的研究过程和基本方法，对总体、个体、样本、标志、

变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等统计学基本概念有比较系统的理解。 

    第一部分描述统计 

理解数据的计量尺度和类型，系统掌握统计调查方案的内容，并能根据特定的调查内

容设计具体的调查方案；掌握统计调查的具体方法以及不同方法的特点及适用条件；重点

掌握统计数据的整理及显示方法，能够运用所学习的方法将原始数据整理成适当的频数分

布表，并能利用图形显示统计数据；掌握统计表的构成内容和设计方法。掌握集中趋势和

离散程度的各个代表值的含义、特点、应用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能根据已

知条件，熟练地计算各个代表值，并运用这些代表值分析具体问题。 

    第二部分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理解参数估计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参数估计的常用方法,理解对点估计的评价

方法,理解区间估计的基本原理,并能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基

本原理和基本概念,掌握假设检验的常用方法,并能对一个总体和两个总体参数进行假设检

验。 

    第三部分 方差分析    

理解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进行方差分析的具体步骤，并能结合具体

问题，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了解双因素方差分析的原理与应用。     

    第四部分 相关与回归  

理解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熟练掌握相关系数的计算、分析和显著

性检验方法；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方法以及回归分析中显著性检验的意义、内容

和方法；理解判定系数和估计标准误差的意义和作用；了解多元线性回归及非线性回归的



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能根据所掌握的实际数据，利用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  

    第五部分 时间数列分析        

了解时间数列概念及类型的基础上，熟练掌握时间数列各分析指标的计算方法及指标

间的关系；掌握时间数列构成分析的基本原理、各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及其计算、分析

与应用，并能根据所学的知识对实际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六部分 指数     

了解指数的性质与分类，深入理解各种指数的编制原理，熟练掌握各种指数特别是加

权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特点及其应用场合，能够熟练运用指数体系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

分析。 

    第七部分 卡方检验 

理解卡方检验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结合实际列联表进行检验分析。 

三、628 公共管理学综合 

    参考书目：《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陈振明；《公

共政策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谢明。 

  

    第一部分公共管理学（60%） 

   （一）绪论 

    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现状、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划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二）公共组织 

    公共组织的结构与体制、公共组织的过程与行为、公共组织的环境与变革。 

   （三）政府改革与治理 

    治理理论、当代国外的政府改革、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四）政府间关系 

    政府间关系概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事实、中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 

   （五）政府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转型期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失败及其防范。 

   （六）政府工具 

    政府工具概述、政府工具的理论脉络、当代政府治理的新工具。 

   （七）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内容、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 

   （八）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观念、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 

   （九）公共预算与财政 

    公共预算与财政的理论基础、公共财政管理、公共预算改革。 

   （十）第三部门管理 

 全球第三部门的崛起、第三部门的地位与作用、事业单位改革。 

   （十一）战略管理 

    私人部门的战略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兴起、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范围。 

   （十二）绩效管理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要素、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程序与方法和技术、公共部门绩效评

估的改革与发展。 



   （十三）公共管理伦理 

    公共管理伦理概述、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路径。 

  

    第二部分公共政策分析（40%） 

   （一）绪论 

    公共政策的含义、公共与私人——从公共角度理解公共政策、政治与政策——从政治

角度理解公共政策、市场与政策——从市场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二）公共政策的性质与类型 

    公共政策的表现形式、公共政策的特征、类型及作用。 

   （三）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 

    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 

   （四）政策模型及其相关理论 

    模型概述、几种重要的政策分析模型、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中国古代政策观。 

   （五）政策制定 

    社会问题的产生、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心理效应与决策质

量、政策合法化——政策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六）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的含义、特征、功能和过程、政策执行的相关条件、政策执行的策略。 

   （七）政策评估 

    政策评估的含义、政策评估的类型与要素、政策评估步骤、政策评估的障碍。 

   （八）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的含义、政策终结的对象与形式、政策终结的障碍和措施。 

  

四、800 数据模型与决策 

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建模（一般模型）与标准型，图解法，单纯形法相关概念、原

理与应用，大 M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解的情形与判定，单纯形法的矩阵描述，原问题与

对偶问题，对偶问题的性质，对偶单纯形法，灵敏度分析； 

    整数规划问题模型，分支定界法原理与应用，割平面法原理与应用，隐枚举法的原理

与应用，指派问题的模型与匈牙利法求解及其应用； 

    图论的基本概念，最小树问题的定义、性质、经典求解算法与应用，最短路问题的定

义、Dijkstra算法原理与应用、Floyd算法原理与应用，最大流问题的定义、Ford-

Fulkerson算法原理与应用，最小截集的性质与应用，最小树、最短路、最大流问题的建

模； 

    网络计划问题的基本概念，网络计划图的绘制，工序的工时估计方法，工序（最早可

能开工时间、最迟必须完工时间）与事项（最早时间、最迟时间）的时间参数计算，工序

的总时差，关键工序与关键路径的判定及其应用，时间优化，时间与成本优化，时间与资

源优化，随机网络的基本概念与原理； 

    动态规划的基本概念，动态规划的逆序解法，静态问题的动态规划求解方法与应用，

离散、连续的资源分配问题的动态规划求解与应用，生产存储问题的动态规划求解与应

用； 

存储论的基本概念，（Q,s）、（S,s）、（T,S）和（R,S,s）库存控制策略，ABC分类库

存管理的策略与应用，典型确定与随机库存控制模型及应用； 



    排队论的基本概念，排队系统的类型，排队系统的数量指标，M/M/1模型原理与应

用，Little公式，系统容量限制、顾客源有限情形下 M/M/1模型原理，M/M/C 与 C个

M/M/1系统的关系，M/G/1模型原理与应用，M/D/1模型原理与应用，排队系统经济分析与

优化。 

五、 803 管理学 

   （一）考核科目基本信息 

《管理学》是北京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初试专业考试科目，本科目的考核将

覆盖以下目标点： 

1.考核学生是否理解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掌握管理的基本理

论，掌握各管理职能的内容、过程、分类、原则和一般方法。 

2.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应用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  

3.通过案例分析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分析方法。应用管理学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能够对现实的工商管理问题进行有效识别和分析，并在方案设计中能够体现

创新思想。 

4.考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管理学前沿理论知识和当前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问

题的了解。 

  （二）考核科目知识单元与知识点 

1.管理与管理学 

管理的概念与特点、管理的性质与作用、管理的主体与职能、管理学原理及方法、经

理角色理论、管理学性质及对象、管理学科体系结构。 

2.管理思想的演进 

 中国管理思想、西方管理萌芽、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 

3.计划 

 计划概述、计划工作、目标管理、计划制定。 

4.战略 

企业战略与战略管理、企业使命与战略目标、企业战略选择与制定、企业战略实施与控

制。 

5.组织 

组织理论、组织设计、人员配备、组织结构、组织变革、组织文化。 

6.领导 

领导概述、特质理论、领导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 

7.控制 

控制概念、控制目的、控制过程、控制类型、控制原理、控制方法。 

8.决策 

决策概述、决策理论、决策过程、决策方法。 

9.沟通 

沟通概述、沟通障碍、沟通原则、沟通技巧。 

10.激励 

激励概述、激励理论、人性理论、激励方法。 

11.团队 

团队概述、团队的含义与特征、团队工作、团队建设。 

12.创新 

企业创新概述、企业创新动力、企业创新环境、系统创新战略。 



六、820 经济学 

    参考书目：《微观经济学》（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罗伯特·S·平

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宏观经济学》（第六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微观部分： 

   （一）绪论 

最优权衡取舍、价格决定机制、市场的关键角色、理论模型的作用：经济学的预测和

解释功能。 

   （二）供求理论 

影响需求与供给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的因素、无差异曲线分析、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

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角点解、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图形表述；个别需求到市场需求的

叠加过程、攀比效应和虚荣效应对市场需求曲线的影响。 

   （三）不确定性与风险 

定量语言对风险的描述；风险的偏好和降低风险的途径；各类生活成本指数。 

   （四）生产 

一种可变投入要素的生产、两种可变投入要素的生产；等产量线；短期与长期生产函

数比较；长期生产函数与规模报酬。 

   （五）成本 

成本的测度；短期成本、长期成本；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关系、固定成本和沉没成

本的区别；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 

   （六）竞争性供给及其市场分析 

短期市场供给弹性对市场供给的影响、竞争性市场行业长期供给曲线；消费者剩余与

生产者剩余、竞争性市场的效率、最低限价、价格支持和生产配额、进口配额与关税、征

税或补贴的影响。 

   （七）市场势力 

垄断、垄断势力、垄断势力的来源；垄断势力的社会成本；买方垄断、买方垄断势力

及其来源。 

   （八）有市场势力的定价 

攫取消费者剩余；价格歧视、跨期价格歧视和高峰负荷价格、两部收费制、捆绑销

售。 

   （九）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 

垄断竞争分析；寡头垄断各种模型，古诺模型、斯塔克博格模型、伯特兰模型、主导

厂商定价模型、卡特尔定价模型、囚徒困境分析。 

   （十）要素投入品市场 

竞争性要素市场；竞争性要素市场的均衡。 

   （十一）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 

一般均衡分析；三个效率分析；竞争性市场的效率。 

   （十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质量不确定性和“柠檬”市场；市场信号的传递；存在逆向选择的保险市场、信贷市

场及其他市场的解决办法；道德风险的含义及解决对策；私人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十三）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正负外部性与市场失灵；纠正外部性的方法，收费、制定排污标准、可转让的排污

证、回收、与产权；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及公共物品供给。 

  

    宏观部分： 

   （一）绪论 

宏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变量。 

   （二）商品市场 

GDP的构成、商品需求、均衡产出的决定。 

   （三）金融市场 

货币需求、现代银行体系与货币供给的决定、均衡利率的决定。 

   （四）IS-LM模型 

商品市场与 IS曲线、金融市场与 LM曲线、IS-LM模型、宏观经济政策与 IS-LM模

型。 

   （五）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上的宏观指标、工资决定、价格决定、自然失业率。 

   （六）AS-AD模型 

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AD-AS模型；AD-AS 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供给冲击的影

响。 

   （七）菲利普斯曲线、自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和失业；菲利普斯曲线的早期形式、变异、菲利普斯曲线和

自然失业率以及货币中性；通货膨胀过程与菲利普斯曲线。 

   （八）美国次贷危机 

由房地产危机到金融危机、政策的运用和局限性、缓慢的复苏。 

   （九）增长的事实 

1950年以来富国的经济增长；从时间和空间上更为广泛的考察；考虑增长的基本框

架。 

   （十）储蓄、资本积累和产出 

产出和资本的相互作用、不同储蓄率的影响、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 

   （十一）技术进步与增长 

技术进步与增长率；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对增长事实的解释。 

   （十二）技术进步 

短期、中期与长期：短期的生产率、产出和失业；生产率和自然失业率；技术进步、

工作搅拌机和分配效应。 

   （十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 

商品市场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 

   （十四）开放经济中的商品市场 

开放经济的 IS曲线；均衡产出和贸易余额；国内或国外需求提高的影响；贬值、贸易

余额和产出；J曲线；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余额。 

   （十五）产出、利率和汇率 

商品市场的均衡；金融市场的均衡；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结合；开放经济中的政策

效应；固定汇率。 

   （十六）财政政策 

一个总结：政府预算约束：赤字、债务、政府支出和税收；李嘉图等价、周期性调整

的赤字和战争融资；高债务的风险；货币融资。 



   （十七）货币政策 

一个总结：最优通胀率；货币政策的设计；危机带来的挑战。 



复试科目 

一、03103 金融学 

货币、货币形式的演变、货币职能、货币层次的划分、货币制度、货币理论、信用与

利率、利率的期限结构、利率的计算、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利率理论、利息的来源、金

融市场与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与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市场的交易、金融中介体系、金融中

介存在的理论、主要金融中介的职能与业务划分、现代商业银行的职能与主要业务、商业

银行风险的类型及其防范、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职能

与主要业务、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内容、货币供给的来源与层次、货币供给的渠道与过

程、存款货币的创造与控制机制、现代货币供给理论关于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的理论算

式、货币均衡的含义、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含义、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其治理

措施、货币政策与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目标、外汇与汇率、汇率的波动、汇率制度、外汇

市场的交易、国际收支及其平衡表、国际储备、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 

二、03104 产业经济学 

    1.产业经济学简介  

    包括产业的概念及其分类、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产业经济学的意义、产业经

济学的理论体系、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价值链、区位

熵、集中度、托宾 Q等以及相应的基于成本函数、生产函数的计量方法内容。  

    2.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 

    包括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的演进过程如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组织

理论（NIO）、时空经济等理论，影响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和市场绩效的评价指标，以及市

场行为分析的方法。 

    3.市场结构 

    包括市场结构的含义和类型、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包括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产品

差别化、进入退出壁垒（包括行政垄断等）等，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市场集中度、进入

退出壁垒、产品差别化的概念、相应的度量方法及其影响的因素。市场结构的社会福利效

果比较分析理论与方法（包括社会福利、消费者福利、生产者福利及其相应的理论和计量

分析方法）。  

    4.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 

    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概念及其主要成因、企业的适度规模、多元化战

略与范围经济的关系，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网络外部性、最小有效规模、最

大有效规模、企业的适度规模的含义，以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计量方法和手段。 

    5.企业的价格行为 

    包括成本加成定价、一二三级价格歧视、两部制、搭售与捆绑销售、和掠夺性定价等

行为以及相关的模型和算法，价格歧视的分配效应；价格拍卖理论和方法；兼并重组行

为，包括兼并方式、动机等。  

    6.策略性行为、串谋与纵向贸易限制 

    包括产量和价格等方面的竞争或串谋的基本经济分析、非合作策略性行为、掠夺性定

价、 连锁店悖论、克瑞普斯和威尔逊模型、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模型等，促进串谋的因

素、纵向贸易限制行为。  

    7.市场绩效 



    包括市场绩效的衡量指标如利润率（收益率）指标、勒纳指数、贝恩指数等，市场绩

效的综合评价如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产业的技术进步、创新理论

和方法等。 

    8.产业结构的演变 

    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动受到的

需求因素、供给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表现出不同的规

律性。  

    9.产业关联 

    包括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即产业间的投入与产出的量化

比例关系，产业关联分析的方法、基本工具和主要内容、投入产出分析法、直接消耗系数

和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产业波及及产业波及效果。  

    10.产业布局与产业集群 

    包括区位、集聚经济、新经济地理、产业布局的基本内涵、产业布局基本理论如区位

论和环境生态学理论、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产业集群发展的原则、路径与政府引导

作用。 

    11.产业管制 

    包括垄断性产业的价格、市场进入、质量、联网和垄断企业内部业务间的交叉补贴等

管制政策及其管制的有效性问题、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的理论和模型。管制的基本原

理、 X 非效率、阿弗奇—约翰逊效应、设定价格结构等的效率问题。  

    12.产业政策 

    包括产业政策的内涵、特征和功能等基本问题、产业政策的理论演进、检验产业政策

绩效的检验方法、产业政策在国内外的实践，产业政策与竞争促进政策的关系，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互联网+、共享经

济、免费经济广泛发展情况下，政府管制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13.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应用 

    综合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等理论与方法，对国内外重大现

实问题的分析，包括产业竞争政策、新能源车补贴政策、铁路等运输领域的管制和改革政

策、网络型基础产业的管制和改革政策等。 

三、03105 国际贸易学 

    参考书目：《国际贸易》（第 3版），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刘似臣等；《国

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海闻等 

   （一）国际贸易理论 

    重商主义，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相互需求原理，要素禀赋理论与拓展，里

昂惕夫之谜与解释，特定要素理论，技术差距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需求偏好相似说，

产业内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论，贸易引力模型，保护幼稚工业说，超保护贸易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保护贸易新论。 

   （二）国际贸易政策 

    出口鼓励措施主要种类，生产补贴与出口补贴的经济效应，出口管制，关税的主要种

类，关税的经济效应，非关税措施的主要种类，绝对配额的经济效应。 

   （三）国际贸易政策协调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与争端解决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关税同盟理论，自

由贸易区理论，大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综合发展战略理论。 



   （四）国际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 

    国际要素流动，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国际化阶段

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国际要素流动和国际贸

易的关系。 

   （五）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自由贸易的利弊之争，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影响贸易谈判的主要因素。 

四、03106 劳动经济学 

 参考书目：《劳动经济学》（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袁伦渠、林

玳玳,。 

  

    （一）劳动经济学概况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以及历史沿革。 

    （二）劳动力市场分析 

    1.劳动力供给 

    （1）劳动力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与劳动力参与率的概念；劳动力与劳动力供给曲线

的特点。 

    （2）劳动力供给分析的基本模式：劳动的效用与无差异曲线分析；预算约束线分析；

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分析以及约束条件变化与最佳时间结构的调整。 

    （3）家庭劳动力供给分析的基本模式：家庭劳动力供给的选择——就业与非就业；家

庭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 

   （4）劳动力供给的实证分析：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周期变动特点与趋势；经济周期与

两种劳动参与假说的内容。 

    2.劳动力需求 

   （1）劳动力需求的基本概念：劳动力需求的含义和性质；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分析。 

   （2）企业短期劳动力需求与长期劳动力需求的决定：分析劳动力需求的基本假设条件

以及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企业生产方法的选择（等产量、等成本及最佳生产方法决定劳

动力需求）；固定技术系数条件下劳动力需求的决定因素。 

   （3）劳动力需求的调整：生产规模扩大与劳动力需求调整；生产要素价格变动与劳动

力需求调整；短期和长期劳动力需求曲线比较；行业劳动力需求曲线。 

   （4）劳动力需求弹性：决定劳动力需求工资弹性的因素分析以及劳动力需求的交叉工

资弹性分析。 

   （5）非营利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非盈利企业及其行为与劳动力需求分析；公共部门的

劳动力需求；适度增长目标下及人均收入最大化目标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 

    3.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作用 

   （1）均衡的基本含义：古典均衡；当代经济学对均衡概念的扩充。 

   （2）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单一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静态均衡；劳动力供求变动对

均衡的影响；多维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 

   （3）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均衡：动态均衡的基本假设；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的三种模

型；公共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均衡。 

   （4）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意义：劳动力资源的最优分配；同质的劳动力获得同样的工

资；充分就业。 

   （5）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分析：劳动力市场非均衡产生的原因；自愿性失业和非自愿

性失业；劳动力短缺与过剩；工资漂浮与平均主义。 



   （6）人口、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供求：人口、资本存量与均衡工资率；W·刘易斯的经济

增长模型；劳动力供求平衡的调节。 

   （三）人力资本分析 

    1.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的含义和投资方

式；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模式。 

    2.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学校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教育投资决策模型。 

    3.企业培训投资决策：企业培训投资决策的一般模型；企业培训的两种类型（一般培

训与特殊培训） 

    4.企业雇用成本与劳动力需求模型的修正：雇用成本分析；企业劳动力需求模型的修

正。 

    5.人力资本市场均衡：人力资本投资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及均衡分析。 

   （四）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工资与就业分析 

      1.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工资水平与工资结构 

 （1）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工资水平的决定：均衡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工资水平的

决定。 

    （2）工资形式：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附加福利；利润分享制度。 

    （3）工资差别：补偿性工资差别；竞争性工资差别；垄断性工资差别。 

    （4）产业与地区工资差别：产业工资差别；地区工资差别；收入差别的度量。 

     2.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工资水平与就业的影响 

   （1）垄断市场条件下的工资和就业量的决定：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工资和

就业量的决定。 

   （2）工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增加劳动力需求；限制劳动力供给；集体谈判。 

   （五）就业与宏观经济变动 

    1.就业总量的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就业总量的决定。 

    2.失业及其类型：失业与充分就业；失业的类型；需求不足性失业及缓解对策。 

    3.失业的度量及影响：失业率和失业持续期；失业的负面影响。 

   （六）失业与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类型：通货膨胀的含义及衡量；通货膨胀的类型 

    2.菲利普斯曲线：早期的、附加预期的、理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自然失业率。 

    3.菲利普斯曲线面临的挑战：经济滞胀现象；新经济的“两低一高”现象。 

   （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与调节 

    1.政府行为与劳动力市场：政府支出、政府税收、最低工资立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

响。 

    2.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与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与

制度结构。 

    3.就业与收入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人力政策。 

   （八）劳动关系 

    1.劳动关系及其调整：劳动关系的内涵；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 

    2.中国劳动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劳动关系；中

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五、03109 管理信息系统 

    考试注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与设计理论和方法以及对当前信息技术的了解。 

    1.掌握管理、信息、数据、系统、信息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2.了解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类型，熟悉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与企业信息系统体系结

构以及企业的信息系统应用形式。 

    3.理解数据处理的概念、数据处理内容、数据库的定义、概念模型与数据模型的涵

义、数据模型的类型，能够以 E-R图描述概念模型、将概念模型转化为关系模型。 

    4.了解系统开发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了解典型系统开发的基本思想，理解不同系统

开发方式与开发方法的不同点，熟悉结构化开发方法的基本思想、开发过程及开发工具。 

    5.熟悉可行性分析的任务和内容； 

    6.熟悉系统分析的任务与内容；掌握详细调查的目的与任务；熟悉数据字典；会用常

用的处理逻辑描述工具，包括判定树、判定表以及结构化语言；熟悉新系统逻辑方案的构

成。 

    7.掌握系统设计的任务、原则和过程；熟悉系统功能结构的划分；了解代码设计的原

则；掌握总体设计与详细设计的主要内容。 

    8.掌握系统实施的具体任务与工作流程，了解物理系统实施的具体内容；熟悉程序设

计的内容；了解文档准备、数据准备、人员培训的要求；熟悉系统转换和运行的特点；知

道如何进行项目管理及系统评价。 

    9.了解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电子商务等新信息技术与管

理信息系统的关系。 

六、03110 物流学 

    1.物流学基本概念与发展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的产生与发展，物流的概念，不同组织与国家/地区对物流的不同定义，物流概念

与定义的发展历史；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的概念，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供应链

环境下物流管理的特点与面临的主要问题；物流服务的含义、本质与特点，物流服务对赢

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企业实施物流服务的相应对策，物流服务的内容，物流服务的创

新；物流成本的概念、分类与构成，物流成本的特征，进行物流成本控制的意义；物流分

类的原则，物流的固有基本属性、固有一般属性、非固有属性，物流的分类方法，宏观物

流、微观物流的含义与分类；物流的效用，物流对国民经济的作用，物流对企业的作用；

世界物流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我国的物流发展，一带一路与物流。 

    2.物流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建立物流学科理论体系的意义，物流学的理论体系框架，物流学的研究内容，物流学

的学科性质，物流学的研究目的；物流学的经典观点，包括商物分流、黑大陆说、物流冰

山说、第三个利润源说、效益背反和物流的整体观念、成本中心说、利润中心说、服务中

心说、战略说；大物流论；物流学研究方法。 

    3.物流基本功能要素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运输的功能与作用，各种运输方式的优缺点及选择方法，运输系统的构成、合理化、

设计与评价，多式联运的含义；储存的作用，储存业务的内容，储存合理化的方法，ABC

分类方法；包装的功能，包装的种类，包装器材的种类，包装的标志，包装的合理化与标

准化；装卸搬运的功能与合理化方法；流通加工的概念、效果与合理化途径；物流信息的

概念、特点与分类，物流信息系统的含义，物流信息化技术；配送的概念与作用，配送管

理的内容，配送合理化的方法。 

    4.物流市场与政策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市场的含义、分类与功能，物流市场容量的含义、指标选择，物流市场的变化趋

势分析，物流市场结构与物流组织形式，物流市场运行交易方式与效率分析；企业物流的

概念与特点，企业物流战略的概念、地位与目标，企业物流战略的内容，企业物流智慧



化；物流企业的概念、内涵，我国物流企业的类型，第三方物流的概念与特征，第四方物

流的概念与特征；我国物流政策的分类、特征，当期主要物流政策的内容。 

    5.拓展与热点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国际化企业的形成背景及国际供应链的形成，国际企业利用国际供应链建立竞争优势

的原因，国际延伸性企业的含义及特点、国际延伸性企业与供应链/价值链的差异及其与传

统企业的比较；国际物流的形成因素，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差异；国际化企业物流运作

基本环节；国际化企业的物流组织发展及物流战略联盟；国际专业物流公司的种类与战

略；循环物流系统的概念与特点，循环物流、逆向物流、绿色物流、闭环供应链等概念的

辨析比较，循环物流系统的构建流程，循环物流系统构建方案的提出与比较分析；当期物

流理论与实践热点。 

    6.综合应用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国内外各种类型组织的物流实践案例，并利用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案例分析。 

七、03111 建设项目管理 

   参考书目：《建设项目管理》，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刘伊生编著。 

   1.建设项目管理类型和任务： 

   了解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分类；掌握工程项目建设程序；理解建设项目管理的类型和任

务。 

   2.建设项目策划与决策： 

   理解建设项目策划的作用和内容；掌握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阶段和内容；掌握建设项

目经济评价、社会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方法。 

   3.建设项目管理组织： 

   理解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掌握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核心内容；理解政府工程建设

管理模式；掌握项目经理的素质要求。 

   4.建设项目融资： 

   了解项目融资组织与资金筹措方式和渠道；掌握项目融资方案的内容和编制方法；理解

项目融资模式，包括 BOT/PPP、ABS、TOT、PFI 等。 

   5.建设项目监理： 

   掌握工程监理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掌握工程监理单位的选择方式和过程；掌握工程

监理合同管理。 

   6.建设项目设计管理： 

    理解建设项目设计阶段目标控制内容和方法；掌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 

   7.建设项目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掌握建设项目承包模式及合同类型；掌握建设项目施工招投标管理；掌握建设项目施工

合同管理。 

   8.建设项目施工过程管理： 

   理解建设项目施工准备；掌握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进度、质量和投资控制。 

   9.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后评价： 

   理解竣工验收的目的、方式和程序；掌握建设项目竣工结算与决算；了解建设项目后评

价的内容和方法。 

   10.建设项目管理发展趋势： 

   了解建设项目管理的国际化、信息化和集成化等发展趋势。 

八、03112 会计与财务 



    会计部分： 

   （一）会计基本原理 

    财务报告目标、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会计计量属

性、财务报告等相关概念。 

   （二）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定义和分类、各类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的减值、金融资产的

转移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三）存货 

    存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发出存货的计量、存货的清查盘点、存货的期末计量及相关

会计处理和列报。 

   （四）长期股权投资及合营安排 

    长期股权投资的概念、初始确认与计量、后续计量、追加和处置股权投资及相关会计

处理和列报，除合营企业外其他合营安排的处理。 

   （五）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后续计量、终止确认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六）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内部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无形资产的后续计

量、无形资产的处置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七）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投资性房地产初始确认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

量、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八）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的概念，资产减值迹象及测试，单个资产、资产组及商誉减值损失的会计处

理。 

   （九）负债 

    金融负债的确认与计量、非金融负债的确认与计量、职工薪酬、借款费用、债务重

组、或有事项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十）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及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所有者权益各构成项目的核算。 

   （十一）收入、费用和利润 

    收入的确认与计量、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利润的构成、政府补助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

报。 

   （十二）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的定义、构成、列报要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的内容及结构和编制方法，附注以及中期报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

错更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会计处理。 

   （十三）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的概念，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

确认与计量，所得税费用的确认与计量，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及列报。 

   （十四）外币折算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十五）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报表的编制原则、基本程序及相关会计处理，合并日的会计处理。 

  



财务部分： 

    （一）财务管理概述 

     企业的组织形式、公司目标与公司财务目标、公司财务管理基本理论。 

    （二）财务分析 

     财务比率的计算及分析，杜邦分析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营运资金管理与短期融资 

     营运资金投资策略、营运资金融资策略、现金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短期融资策略。  

    （四）长期融资 

     不同融资方式的优缺点、长期融资决策。 

    （五）财务预测与规划 

     外部融资需求的确定、内含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与分析。 

    （六）风险与收益 

     单项资产的风险与收益、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收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七）时间价值与证券估价 

     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债券估价、股票估价。 

    （八）投资项目评价 

     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预测，投资项目评价标准、投资项目评价应用。 

    （九）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理论、三种杠杆的原理及应用、资本结构决策、各类资本成本计算、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 

    （十）股利分配与政策 

     股利分配理论、常见的股利政策类型。 

 九、03113 管理学综合 

    （一）考核科目基本信息 

    《管理学》是北京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复试专业考试科目，本科目的考核

将覆盖以下目标点： 

    1.考核学生是否理解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掌握管理的基本理

论，掌握各管理职能的内容、过程、分类、原则和一般方法。 

    2.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应用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  

    3.通过案例分析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分析方法。应用管理学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能够对现实的工商管理问题进行有效识别和分析，并在方案设计中能够体现

创新思想。 

    4.考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管理学前沿理论知识和当前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问

题的了解。 

   （二）考核科目知识单元与知识点 

    1.管理与管理学 

管理的概念与特点、管理的性质与作用、管理的主体与职能、管理学原理及方法、经

理角色理论、管理学性质及对象、管理学科体系结构。 

    2.管理思想的演进 

中国管理思想、西方管理萌芽、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 

    3.计划 

计划概述、计划工作、目标管理、计划制定。 



    4.战略 

  企业战略与战略管理、企业使命与战略目标、企业战略选择与制定、企业战略实施与

控制。 

    5.组织 

 组织理论、组织设计、人员配备、组织结构、组织变革、组织文化。 

    6.领导 

 领导概述、特质理论、领导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 

    7.控制 

 控制概念、控制目的、控制过程、控制类型、控制原理、控制方法。 

    8.决策 

 决策概述、决策理论、决策过程、决策方法。 

    9.沟通 

 沟通概述、沟通障碍、沟通原则、沟通技巧。 

    10.激励 

 激励概述、激励理论、人性理论、激励方法。 

    11.团队 

 团队概述、团队的含义与特征、团队工作、团队建设。 

    12.创新 

 企业创新概述、企业创新动力、企业创新环境、系统创新战略。 

    13.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战略定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管理循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流

程。 

    14.营销管理 

 营销管理概述、营销管理过程、营销管理理念、客户关系管理。 

    15.物流管理 

 物流概论、企业物流、第三方物流。 

    16.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概述、生产管理设计与组织、生产计划与控制、现代生产管理方式。 

    17.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概述、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资产管理、利润管理、财务分析。 

    18.信息管理 

 信息与企业管理、理信息系统概述、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19.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理念、质量管理范式、质量管理工具与方法。 

    20.知识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知识管理的内涵、知识管理的实践。 

十、03114 旅游学原理 

旅游的起源与发展；旅游者的含义、类型及特点；旅游业的构成；旅游消费行为与旅游

者流动规律；旅游影响。 

旅游与旅游经济；旅游目的地类型、形成与周期性；旅游需求与旅游客源地理论及时空

规律；旅游交通与区域旅游发展；旅游产业形成、结构与模式；旅游产业的市场结构与市场

行为；旅游业一体化经营；旅游企业跨国经营；旅游行业管理；旅游经济影响与经济效益；

旅游经济效益评价。 



区域旅游规划的理论基础；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范式；旅游市场分析与预测；旅游资源

调查与评价；旅游形象设计与塑造；旅游产品（吸引物）开发规划；空间结构、土利利用与

游路规划；目的地营销规划；旅游接待与服务规划规划；可持续旅游发展规划；旅游支持系

统与规划实施；旅游投融资与经营；旅游产业业态与运营。 

十一、03115 技术经济理论与实务 

   参考书目：《技术经济学》，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林晓言等编著。 

  

   1.了解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 

   2.了解技术创新的内涵、分类及相关理论。 

   3.理解现金流量构成及资金的时间价值，并掌握资金等值计算。 

   4.技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掌握各个指标的计算、含义、优缺点以及应用等。 

   5.了解投资方案之间的关系，掌握互斥方案及独立方案的必选。 

   6.了解进行不确定性分析的原因，不确定性分析的方法，掌握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

析等不确定性分析的方法及其应用。 

   7.理解财务评价的概念和作用，熟悉财务分析的主要报表及其编制，了解改扩建项目评

价的特点。 

   8.理解经济费用效益评价的概念和作用，了解需要进行经济费用效益评价的项目的类

别，了解影子价格等有关参数，了解经济费用效益评价的相关报表。 

   9.了解设备磨损的分类及补偿方式，掌握设备经济寿命的计算方法。 

十二、03117 经济统计分析 

   参考书目：《商务与经济统计》（第 1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戴维·安德森

等，张建华等译。 

  

    绪论  

理解统计数据的各种类型、特征以及计量尺度，掌握统计数据的研究过程和基本方

法，对总体、个体、样本、标志、变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等统计学基本概念有比较系统的

理解。 

    第一部分描述统计 

理解数据的计量尺度和类型，系统掌握数据来源及误差；掌握解统计调查的具体方法

以及不同方法的特点及适用条件；重点掌握统计数据的整理及显示方法； 

掌握统计表的构成内容和设计方法。掌握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的各个代表值的含义、

特点、应用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能计算各个代表值，运用这些代表值分析具

体问题。理解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了解抽样分布；理解参数估计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参数估计的常用方法,理解

对点估计的评价方法,理解区间估计的基本原理,并能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理解假设检验

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掌握假设检验的流程，并能结合具体问题进行检验。 

    第三部分 方差分析    

理解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进行方差分析的具体步骤，并能结合具体

问题，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了解双因素方差分析的原理与应用。     

    第四部分 相关与回归  



理解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熟练掌握相关系数的计算、分析和显著

性检验方法；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方法以及回归分析中显著性检验的意义、内容

和方法；理解判定系数和估计标准误差的意义和作用；了解多元线性回归及非线性回归的

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能根据所掌握的实际数据，利用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  

    第五部分 时间数列分析        

了解时间数列概念及类型的基础上，掌握时间数列各分析指标的计算方法；掌握时间

数列构成分析的基本原理、各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及其计算、分析与应用，并能根据所

学的知识对实际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六部分 指数     

了解指数的性质与分类，深入理解各种指数的编制原理，熟练掌握各种指数特别是加权

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特点及其应用场合，能够熟练运用指数体系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

析。 

    第七部分 卡方检验 

理解卡方检验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结合实际列联表进行检验分析。 

十三、03120 工业工程 

    1.掌握工业工程的定义与基本职能，了解工业工程的发展史，理解工业工程的特征和

工业工程意识，熟悉工业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掌握生产率的定义与相关的计算方法并能

够应用； 

    2.掌握流程管理的概念、基本思想、特点与作用，熟悉流程管理的描述方法、实施步

骤，能够实现对特定流程的分析与优化； 

    3.掌握程序分析的定义、对象和目的，熟悉程序分析的符号，掌握程序分析的技巧，

掌握工艺程序分析、流程程序分析、线路图分析的概念与内容，能够利用相关知识进行程

序分析； 

    4.掌握操作分析的基本概念、影响操作的因素，掌握人机程序图的基本概念与作用，

掌握共组操作程序图的基本概念，能够利用相关知识进行操作分析； 

    5.掌握动作分析的概念，动作程序图的概念、预定时间标准的概念，了解动素的相关

知识，理解模特排时法的特点，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动作分析； 

    6.掌握作业测定的定义、目的、主要方法及特点，理解工作日写实、测时、瞬时观察

法的概念与内容； 

    7.掌握工时定额的概念和种类，掌握工时消耗分类的目的与内容，掌握工时定额的制

定方法与分析技术，了解典型工种车工定额的制定； 

    8.掌握现场管理的含义、特点、原则、目的和任务，掌握 5S管理的内容与作用，掌握

定置管理的基本内容、运作步骤、作用、应该遵循的原则，了解班组管理的相关内容。 

十四、03122 物流学(专业学位） 

    1.基本概念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的基本概念；现代物流的特征；物流的作用；物流管理的定义、必要性与重要

性，物流管理的内容；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概念，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

供应链管理的发展；物流管理的未来变化。 

    2.物流系统与职能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系统的模式、构成与特征，物流系统的目标，物流系统中存在的制约关系；物流

成本管理的构成、分类，物流成本控制的原则、内容、方法，降低物流成本的基本思路；

物流服务的含义、内容，影响物流服务水平的因素，物流服务水平的确定方法，物流服务

战略的实施；物流量调查与预测的含义、方法；物流质量的概念，物流质量管理的目的、

特点、主要工作。 

    3.物流功能要素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包装的功能，包装的种类，包装器材的种类，包装的标志，包装的合理化与标准化；

运输对物流的功能与作用，各种运输方式的优缺点及选择方法，运输系统的构成、合理

化、设计与评价；储存的作用，储存的过程，储存合理化的方法；装卸搬运的功能与合理

化方法；流通加工的概念、效果与合理化途径；配送的概念与作用，配送管理的内容，配

送合理化的方法；物流信息的概念、特点与分类，物流信息系统的含义，物流信息网络的

含义、作用、种类与特点。 

    4.企业物流和物流企业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企业物流的概念和特征，企业物流模式的演变，生产企业物流系统的构成，流通企业

物流系统的构成；企业物流的运作流程，企业物流运作管理模式，企业物流战略；第三方

物流的概念及其利弊分析；物流模式的决策；物流企业的概念与分类，物流企业的运作模

式，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分析与构建。 

    5.国际物流与国际供应链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国际物流的概念、发展与主要特点，国际物流系统的构成，国际物流的类型；国际化

企业的形成背景及国际供应链的形成，国际企业利用国际供应链建立竞争优势的原因；国

际物流的形成因素，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差异；国际化企业物流运作基本环节；国际化

企业的物流组织发展及物流战略联盟；国际专业物流公司的种类与战略。 

    6.综合应用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当期物流理论与实践热点；当期国内主要物流政策；国内外各种类型组织的物流实践

案例，并利用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案例分析。 

十五、03125 审计学 

     1.审计基本原理 

    （1）审计概述：审计概念、审计要素、审计目标、审计基本要求、审计风险、审计过

程； 

    （2）审计计划：初步业务活动、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重要性； 

    （3）审计证据：审计证据的性质、审计程序、函证、分析程序； 

    （4）审计抽样：审计抽样的相关概念、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中的应用、审计抽样在细

节测试中的应用； 

    （5）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企业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影响、信息技术

的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测试、信息技术对审计过程的影响、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和电子表

格的运用、数据分析、不同信息技术环境下的问题； 

    （6）审计工作底稿：审计工作底稿概述、审计工作底稿格式、要素和范围、审计工作

底稿的归档； 

     2.审计测试流程 

    （1）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和评估概述、风险评估程序、信息来源以及项目组内部的讨

论、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2）风险应对：针对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总体应对措施、针对认定层次重大

错报风险的进一步审计程序、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 



     3.各类交易和账户余额审计 

    （1）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点、销售与收款循环的业务活动和相

关内部控制、销售与收款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销售与

收款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2）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特点、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的业务活动和

相关内部控制、采购与付款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内部控制、采购

与付款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3）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特点、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的业务活动和

相关内部控制、生产与存货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内部控制、生产

与存货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4）货币资金的审计：货币资金审计概述、货币资金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货币资金

的内部控制、货币资金的实质性程序； 

     4.对特殊项目的考虑 

    （1）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财务报表审计中

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2）审计沟通：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的沟通、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

通； 

    （3）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工作：利用内部审计工作、利用专家的工作； 

    （4）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与集团财务报表审计有关的概念、集团财务报

表审计中的责任设定和注册会计师的目标、集团审计业务的承接与保持、了解集团及其环

境以及集团组成部分及其环境、了解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重要性、针对评估的风险采取

的应对措施、合并过程、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沟通、评价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

性、与集团管理层和集团治理层的沟通； 

    （5）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审计会计估计、关联方的审计、考虑持续经营假设、首次

接受委托时对期初余额的审计； 

     5.完成审计工作与出具审计报告 

    （1）完成审计工作：完成审计工作概述、期后事项、书面声明； 

    （2）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概述、审计意见的形成、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在审计报告

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在审计报告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

段、比较信息、注册会计师对其他信息的责任； 

     6.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1）内部控制审计的概念 

    （2）计划审计工作 

    （3）自上而下的方法 

    （4）测试控制的有效性 

    （5）企业层面控制的测试 

    （6）业务流程、应用系统或交易层面的控制的测试 

    （7）信息系统控制的测试 

    （8）内部控制缺陷评价 

    （9）出具审计报告 

     7.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制度的目标和对业务质量承担的领导责任 

    （2）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3）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 



    （4）人力资源 

    （5）业务执行 

    （6）监控 

     8. 职业道德 

    （1）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概念框架：职业道德基本原则、职业道德概念框架、注册会

计师对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具体运用、非执业会员对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运用； 

    （2）审计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基本概念和要求、经济利益、贷款和担保以及商业关

系、家庭和私人关系、与审计客户发生人员交流、与审计客户长期存在业务关系、为审计

客户提供非鉴证服务、收费、影响独立性的其他事项。 

 十六、03127 政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及

其相互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基本内容；党的时政方针要闻 。 

十七、03129 金融综合 

货币需求与供给、利率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信用管理、国际金融与汇率、金融体系

结构、金融中介体系、货币与财政政策、通货膨胀与紧缩、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市

场、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投资组合理论、投资收益与风险、资本运营、财务分析、金融

衍生工具与风险管理等。 

十八、03131 管理综合 

     不限定参考书目。 

十九、03132 教育管理学 

    参考书目：《教育管理学》（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陈孝彬、高洪

源。 

  

    （一）绪论 

    教育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教育管理学的基本内容、

教育管理的内涵、现代教育管理的基本特点和理论基础。 

   （二）教育行政 

    教育行政体制概念及其类型、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教育行政宏观调控职能、教

育行政的集权制与分权制、教育行政组织的含义及其职能、教育行政组织的效率和效益。 

   （三）教育政策与法律 

    教育政策概念及特征、教育政策过程、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取向、教育法及其体

系构成、教育法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教育计划、督导与财政 

    教育计划、教育预测、教育发展目标、教育督导的意义及其基本职能、教育督导机构

及人员、教育督导评估制度、教育预算管理体制、教育支出。 



   （五）教育课程行政与教师人事行政 

    教育课程及其编订权、教育课程的内容构成、教育课程修订的基本原则、教师人事行

政的含义、现行教师聘任制的特点、教师考核的原则。 

   （六）教育信息管理 

    教育信息及其分类、教育信息管理的意义、教育信息管理职能、教育信息公开。 

   （七）学校效能、改进与管理过程 

    学校效能的概念及模型、学校效能的测量、学校计划及其类型、学校发展战略的概念

及意义、学校发展战略的基本模式、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学校计划执行过程、目标管

理。 

   （八）学校组织管理 

    组织及其分类、组织理论、组织结构及其主要类型、学校组织的特点、学校组织文化

建设内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九）学校质量管理 

    学校质量管理及其特点、学校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容、教育评价及其原则、教育评价的

过程及方法。 

   （十）学校建筑管理 

    学校建筑管理的内涵及其职责、学校建筑管理的理论基础、学校建筑计划的制定和实

施。 

   （十一）学校公共关系管理 

    学校公共关系及其特点、学校公共关系管理过程、学校公共关系管理的对象、学校形

象及其评价。 

   （十二）学校领导 

    学校领导者及其职责、学校领导的方式及其有效性、学校领导班子的基本素质。 

二十、03133 社会保障学 

    参考书目：《社会保障概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孙光德、董

克用。 

    

    （一）社会保障界定、体系结构及其功能 

    社会保障的定义及基本体系结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功

能。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思想理论依据、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国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济转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四）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的概念、分类、来源、筹集方式、给付、投资运营及管理体制。 

   （五）社会保障管理 

    社会保障管理内容、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 

   （六）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的概念、特点及意义、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定、中国社会保障水平。 

   （七）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及特征；社会保障法的原则、内容和形式；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发

展；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制度。 

   （八）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思想流派、理论依据；制度模式、责任种类；国际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责任的调整及

效果、中国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九）老年社会保障 

    老年社会保障的概念及重要性、现代老年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与实施方式、老年健康

保障和福利服务、中国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及主要内容、中国城镇老年社会保

险制度的改革、中国老年福利事业、中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民更加公平的社

会养老保障体系。 

   （十）就业社会保障 

    失业保险、失业预防和就业扶助、中国就业社会保障制度。 

   （十一）医疗社会保障 

    医疗社会保险的概念及特点、医疗社会保险筹资机制、医疗社会保险的给付项目、医

疗社会保险的支付方式、国际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趋势、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发展。 

   （十二）工伤社会保险 

    工伤社会保险的概念及原则、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工伤社会保险范围、

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争议、工伤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与管理、工伤预防与

康复。 

   （十三）生育社会保障 

    生育社会保障的概念及原则、生育保险制度结构和内容、中国职工生育保险制度现

状、中国生育社会保障未来发展方向。 

   （十四）军人社会保障 

    军人社会保障概述、军人社会保障的内容、军人社会保障基金、中国军人社会保障的

发展 

   （十五）残疾人社会保障 

    残疾人社会保障概念及原则、残疾人社会保障内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组织建设。 

二十一、03126 项目管理 

    （一）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 

    理解项目生命期；理解项目与战略管理之间的关系；掌握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主要内

容，包括 10 个知识领域的工具和技术。 

（二）项目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掌握项目承包模式及合同类型；掌握项目招投标程序；掌握项目合同内容。 

     （三）项目目标控制方法 

     掌握横道计划、CPM/PERT 等项目进度计划与控制方法；理解项目费用估算方法和挣

值分析法；理解项目质量影响因素及控制方法。 

（四）项目经理及项目团队 

 掌握项目经理的素质要求；了解项目团队建设及绩效评价内容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