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01 政治经济学
研究方向：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3. 国际政治经济学
4. 发展政治经济学
复试科目：
1. 政治经济学（笔试）
2. 发展经济学（口试）
3.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 张培刚 张建华主编《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20104 西方经济学
研究方向：
1. 微观经济理论及其应用
2. 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应用
3. 制度与经济发展
4. 空间经济学与城市和区域发展
复试科目：
1. 西方经济学（笔试）
2. 英语听说（口试）
3. 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格致出版社 2015 年第九版
【2】 曼昆著《宏观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九版
【3】 布兰查德《宏观经济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第七版
【4】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5】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20105 世界经济
研究方向：
1. 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2. 国别与区域经济研究
3.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研究
4. “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合作研究
复试科目：
1. 世界经济（笔试）
2. 英语听说（口试）
3. 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美）克鲁格曼，
（美）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 年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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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研究方向：
1.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2. 人口经济学
3. 贸易与环境
复试科目：
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笔试）
2. 英语听说（口试）
3. 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美）汤姆·蒂坦伯格著《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十
版
020201 国民经济学
研究方向：
1. 国民经济运行与调控
2. 国际投资
3. 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
复试科目：
1. 国民经济学（笔试）
2. 国民经济学（口试）
3. 英语口语或翻译（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刘瑞，李华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第三版
【2】 张红伟主编《国民经济管理》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20202 区域经济学
研究方向：
1.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2. 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
3. 城市经济研究
4. 产业集聚与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复试科目：
1. 区域经济学（笔试）
2. 区域经济学（口试）
3. 英语口语或翻译（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库姆斯·迈耶·蒂斯著《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 藤田昌久、石敏俊著《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全球化（第二版）》
，格致出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3】 麦凯恩著《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 2010 年版
【4】 阿姆斯特朗著《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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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4 金融学
研究方向：
1. 国际金融
2. 货币理论与政策
3.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4. 公司金融
5. 证券投资
6. 金融市场
7. 金融风险管理
8. 金融服务贸易
复试科目：
1. 货币金融学（笔试）
2. 货币金融学（口试）
3. 国际金融（口试）
4. 投资学（口试）
5.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吴晓求著《证券投资学》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2】 陈雨露著《国际金融 》
（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3】 （美）米什金著《货币金融学（第十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20205 产业经济学
研究方向：
1. 产业组织与制度
2. 产业演化与产业结构理论
3. 产业开放与跨国公司
4. 产业政策与政府管制
复试科目：
1. 产业经济学（笔试）
2. 产业经济学（口试）
3. 英语口语或翻译（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黄桂田编著《产业组织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20206 国际贸易学
研究方向：
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多边贸易体制研究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4. 服务贸易研究
5. 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研究
复试科目：
1. 国际贸易学（笔试）
2. 国际贸易（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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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保罗·R·克鲁格曼 (Paul R.Krugman), 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 (Maurice Obstfeld), 马
克·J·梅里兹 (Marc J.Melitz), 丁凯等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版)》，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 曲如晓主编《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3】 张鸿、文娟主编《国际贸易》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 许斌主编《国际贸易》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20208 统计学（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
1. 金融统计
2. 贸易统计
3. 统计与计量方法
复试科目：
1. 统计学综合（笔试）
2. 英语口语与听力（口试）
3. 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贾俊平等编著《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0209 数量经济学
研究方向：
1. 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应用
2.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 经济决策和数据挖掘
复试科目：
1. 统计学综合（笔试）
2. 英语口语与听力（口试）
3. 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贾俊平等编著《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02Z1 金融工程
研究方向：
1. 量化投资
2. 风险管理
3. 金融工具设计
复试科目：
1. 金融学综合（金融工程、金融学）
（笔试）
2. 货币金融学（口试）
3. 金融工程学（口试）
4.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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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振龙、陈蓉著《金融工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9 月版
【2】 （美）米什金著《货币金融学（第十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202Z2 保险学
研究方向：
1. 保险资产投资与管理
2. 保险业资本管理与监管政策
3. 保险精算
4. 保险公司财务分析
5. 企业风险管理
6. 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
复试科目：
1. 保险学（笔试）
2. 保险学（口试）
3.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孙祁祥著《保险学（第六版）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030105 民商法学
研究方向：
1. 资本市场法
2. 商事组织法
3. 比较民法
4. 民法
复试科目：
1. 民法、商法（笔试）
2. 民商法（口试）
3. 法律英语（口试）
4. 商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商法学编写组编著《商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9 年版
【2】 民法学编写组编著《民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9 年版
030106 诉讼法学
研究方向：
1. 国（区）际民商事仲裁与诉讼
2. 民事诉讼法、比较民事诉讼
3. 行政争议解决、行政诉讼法;
4. 刑事诉讼法、刑事司法协助;
5. 多元化纠纷解决（ADR）
复试科目：
1. 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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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私法(涉及程序部分)（口试）
3. 法律英语（口试）
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口试）
5. 民事诉讼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国际私法》（第 5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2】 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编著《民事诉讼法学（第 2 版）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3】 叶必丰、王诚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版
030107 经济法学
研究方向：
1. 市场规制法
2. 金融法制
3. 行政管理与经济法
4. 公司法制
复试科目：
1. 经济法（笔试）
2. 经济法（口试）
3. 法律英语（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经济法学编写组编著《经济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
【2】 殷洁编著《经济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030109 国际法学
研究方向：
1. 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海商法）
2. 国际私法（冲突法、国际民商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
3. 国际公法（国际法一般理论、国际组织法、条约法、海洋法、极地法、太空法）
复试科目：
1. 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笔试）
2. 国际公法（口试）
3. 法律英语（口试）
4. 国际私法（口试）
5. 国际经济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国际经济法学编写组编著《国际经济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2】 国际公法编写组编著《国际公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3】 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国际私法（第 5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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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Z1 知识产权法
研究方向：
1. 知识产权法理论
2.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3. 著作权法
4. 工业产权法
复试科目：
1. 知识产权法（笔试）
2. 法律英语（口试）
3. 知识产权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0301Z2 世界贸易组织法
研究方向：
1. 国际法与经济学
2.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3. 争端解决与公平贸易
4. CPTPP 与区域贸易协定
5. 贸易合规
复试科目：
1. 民商法（笔试）
2. 国际经济法（口试）
3. 英语（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王利明主编《民法（第七版）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2】 《商法学》编写组编著《商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3】 《国际经济法学》编写组编著《国际经济法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版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方向：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 思想政治教育
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复试科目：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笔试）
2. 专业综合素质考察（口试）
3.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编著《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8 年修订版
【2】 张耀灿等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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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修
订版
【4】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工作报告》
【5】 哲学与社会发展相关热点问题书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报刊、思
想政治教育相关时事热点书刊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1. 英美文学
2. 澳大利亚文学
3. 爱尔兰文学
4. 文学理论
5. 文学跨学科研究
复试科目：
1. 专业知识与技能（笔试）
2. 面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张汉熙主编《高级英语》
（第三版 1-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
【2】 刘意青，刘炅编著《简明英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
【3】 童明主编《美国文学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
【4】 张伯香主编《英美文学选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1. 法语语言学
2. 法国文学
3. 跨文化商务研究
4. 国际组织研究
复试科目：
1. 法语语言技能及文学知识测试（笔试）
2. 面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束景哲主编《法语课本》
（五、六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年重印版
【2】 Y•德拉图尔、D•热纳潘、M•莱昂-杜富尔、B•泰西耶著，毛意忠译《全新法语语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版
【3】 曹德明主编《现代法语词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4】 王文融主编《法语文体学导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5】 郑克鲁著《法国文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 杨光正著《法国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7】 邱寅晨著《汉法翻译基础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8】 杨亚平编著《商务法语教程》，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9】 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著，杨剑、钱林森等译《法国文化史》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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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 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0】 杨光正著《法国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11】 庄晨燕、邱寅晨著《口译学习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版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1. 日语语言学
2. 商务日语
3. 日本文学
复试科目：
1. 专业知识与技能（笔试）
2. 面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邱根成著《最新实用日语语法（中高级）》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版
【2】 （日）金田一春彦著，皮细庚译《日本语》，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 金镜玉著《商务日语实用教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 年版
【4】 韩立红著 《日本文化概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 （日）平山崇著，高鹏飞译《日本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6】 谭晶华著《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7】 高宁著《日汉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8】 陶振孝著《日汉翻译方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
【9】 （日）塚本慶一编著《实用日语同声传译教程》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0】 杨玲主编《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训练》
（上/下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年版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向：
1. 应用语言学
2. 商务英语
3. 英语教学法
4. 翻译学
复试科目：
1. 专业知识与技能（笔试）
2. 面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王佐良、丁往道编《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时间不限
【2】 胡壮麟主编《语言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3】 陈嘉、宋文林编《大学英国文学史》
（上下册）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4】 童明主编《美国文学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
【5】 Penny Ur 著 《A course i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ory, Penny Ur.》，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71400 统计学（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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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理统计学
2. 社会经济统计学
3.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学
4. 数据科学与商务统计
复试科目：
1. 统计学综合（笔试）
2.英语口语与听力（口试）
3. 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贾俊平等编著《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0201 会计学
研究方向：
1. 资本市场与会计监管
2. 管理会计与绩效评价
3. 财务共享与会计大数据
复试科目：
1. 财务会计（50 分）
（笔试）
2. 财务成本管理（25 分）
（笔试）
3. 审计（25 分）
（笔试）
4. 财、会、审综合知识（口试）
5. 综合英语口语（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
（1-10 章，12-16 章，18-21 章）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1-12 章）
，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3】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审计》
（1-12 章，18-19 章）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120202 企业管理
研究方向：
1. 企业战略管理
2. 市场营销
3. 人力资源管理
4. 跨文化管理
5. 跨国并购
6. 运营管理
7. 数据科学与管理决策
8. 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
9. 创业管理
10. 文化产业管理
复试科目：
1. 管理学原理（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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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学原理（口试）
3. 国际企业管理（口试）
4.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全球化与创业视角（第十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2】 王朝晖主编《国际企业管理原理与实务》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120203 旅游管理
研究方向：
1. 都市旅游
2. 旅游服务管理
3. 会展旅游
4. 会展经济与管理
5. 活动管理
复试科目：
1. 旅游学概论（笔试）
2. 旅游学概论（口试）
3.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李天元主编《旅游学概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研究方向：
1. 投资经济与管理
2. 风险投资与创业管理
3. 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
复试科目：
1. 技术经济学（笔试）
2. 技术经济学（口试）
3. 英语听说（口试）
4. 投资学（口试）
5. 财务管理（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傅家骥主编《工业技术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 吴晓求著《证券投资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3】 （美）罗斯等著，吴世农等译《公司理财（原书第十一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1202Z1 财务管理（会计学院）
研究方向：
1. 公司治理与财务控制
2. 公司财务与税务策划
3.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复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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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成本管理（50 分）
（笔试）
2. 财务会计（25 分）
（笔试）
3. 审计（25 分）
（笔试）
4. 财、会、审综合知识（口试）
5. 综合英语口语（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
（1-10 章，12-16 章，18-21 章）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1-12 章）
，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3】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审计》
（1-12 章，18-19 章）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1202Z1 财务管理（金融学院）
研究方向：
1. 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
2. 公司治理
3. 财务风险管理
4. 资本市场运作与投资
5. 企业价值管理
复试科目：
1. 公司理财（笔试）
2. 公司理财（口试）
3. 投资学（口试）
4. 财务报表分析（口试）
5.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美）罗斯等著，吴世农等译《公司理财（原书第十一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2】 （美）滋维·博迪著，汪昌云等译《投资学》
（原书第 10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3】 张新民，钱爱民著《财务报表分析》
（第 5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1202Z2 审计学
研究方向：
1. 风险管理与审计监管
2. 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
3. 审计大数据分析
复试科目：
1. 审计（50 分）
（笔试）
2. 财务会计（25 分）
（笔试）
3. 财务成本管理（25 分）
（笔试）
4. 财、会、审综合知识（口试）
5. 综合英语口语（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2

【1】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
（1-10 章，12-16 章，18-21 章）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1-12 章）
，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3】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审计》
（1-12 章，18-19 章）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1202Z3 市场营销
研究方向：
1. 战略品牌管理
2. 大数据与精准营销
3. 社交媒体与数字营销
4. 渠道管理与新零售
5. 时尚与奢侈品营销
6. 消费者行为
复试科目：
1. 市场营销（笔试）
2. 市场营销（口试）
3. 消费者行为（口试）
4.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Philip Kotler 著、楼尊译《市场营销：原理与实践（第十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版
【2】 德尔·霍金斯、戴维·马瑟斯博著，符国群、吴振阳等译《消费者行为学（原书第十一
版）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1202Z4 商务信息管理
研究方向：
1. 商务数据挖掘
2. 智能信息系统
3. 网络信息系统
复试科目：
1. 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笔试）
2. 英语口语与听力（口试）
3. 专业综合知识与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美）劳顿等著，黄丽华等译《管理信息系统（原书第十三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
【2】 王珊、萨师煊编著《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1202Z6 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方向：
1.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2.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3. 组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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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文化与领导力
复试科目：
1. 人力资源管理（笔试）
2. 人力资源管理（口试）
3. 组织行为学（口试）
4.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杨浩著《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 史蒂文·麦克沙恩著《组织行为学（第五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
【3】 芮明杰著《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三版）》，格致出版社 2013 年版
025100 金融
研究方向：
1. 金融市场投资与决策
2. 金融机构管理
3. 公司金融
4. 金融风险管理
5. 量化投资
复试科目：
1. 货币金融学、公司金融（笔试）
2. 金融学综合知识与能力（口试）
3. 英语听说（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复试科目一和二主要考察金融学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1】 （美）米什金著《货币金融学（原书第十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 （美）罗斯等著，吴世农等译《公司理财（原书第十一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025200 应用统计
研究方向：
1. 贸易统计
2. 金融统计
3. 商务数据挖掘
复试科目：
1. 统计学综合（笔试）
2. 专业综合知识与能力（口试）
3. 英语口语与听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贾俊平等编著《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5400 国际商务
研究方向：
1.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 跨境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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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4. 商务大数据开发与应用
5. 国际经济组织人才
6. 国际发展合作研究
复试科目：
1. 国际商务（笔试）
2. 英语口语与听力（口试）
3. 专业综合能力（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约翰·D·丹尼尔斯、李·H·拉德巴赫、丹尼尔·P·沙利文著，赵银德、张华、乔桂强主译
《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原书第 15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2】 专业综合能力（面试）重点考察：
（1）经济学、国际商务等基础理论；
（2）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建议重点关注国际商务领域热点问题、并研读相关学术期刊（如《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
《国际贸易问题》等）近两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1. 民法、国际法（笔试）
2. 法律英语（口试）
3. 民法（口试）
4. 国际经济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民法学编写组编著《民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9 年版
【2】 国际公法学编写组编著《国际公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3】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 5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4】 国际经济法编写组编著《国际经济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1. 民法、商法、国际法（笔试）
2. 法律英语（口试）
3. 民法（口试）
4. 国际经济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民法学编写组编著《民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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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19 年版
【2】 国际公法学编写组编著《国际公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3】 商法学编写组编著《商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9 年版
【4】 国际经济法学编写组编著《国际经济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055101 英语笔译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1. 翻译（笔试）
2. 面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温建平编著《高级商务笔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年版
【2】 仲伟合、李明编著《翻译批评与赏析》，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3】 陈建平编著《翻译与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4】 王佐良、丁往道编著《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时间不限）
055102 英语口译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1. 翻译（笔试）
2. 听力与面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仲伟合、王斌华著《基础口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
【2】 任文著《交替传译》
（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3】 朱佩芬、徐东风编《商务英语口译教程》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1 年版
【4】 赵军峰著《商务口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
055105 日语笔译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1. 翻译（笔试）
2. 面试（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陶振孝著《日汉翻译方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
【2】 （日）塚本慶一编著《实用日语同声传译教程》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25300 会计（MPACC）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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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管理与会计方向（全日制）
复试科目：
1. 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笔试）
2. 会计综合知识与能力（口试）
3. 英语口语与听力（口试）
4. 政治（口试）
复试参考书目：
【1】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1-10 章，12-16 章，18-21 章）
》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2020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1-12 章）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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