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拟招生人

数 

001 会计学院 125300 会计 

专业学位 

01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全日

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

204 英语二③-无④--无 

思想政治理论、会计专业综合 

加试：基础会计、成本会计 
56 

02 理财规划理论与实务   全日

制 

03 绩效审计理论与实务   全日

制 

002 信息与电子工

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01 电子系统设计与微纳器件

研究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

二③302 数学二④808 信号与系

统或 809 数字电子技术或 810

算法与数据结构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加试：电路分析、计算机网络 
40 

02 可视媒体智能处理与应用   全日

制 

03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全日

制 

04 智能传感与物联网   全日

制 

05 智能检测与优化   全日

制 

06 通信信号处理与系统   全日

制 

003 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院 

087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管理系统理论方法与应用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301 数学一④804 管理信息

系统或805运筹学或811管理学

原理或 812 工程经济学或 813

工业工程导论或 814 安全系统

工程 

项目管理 

加试：经济学基础、系统工程导论 
10 

02 工程管理与投资决策   全日

制 

03 资源与环境管理   全日

制 



04 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   全日

制 

05 安全与应急管理   全日

制 

0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全日

制 

004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303 数学三④802 管理学 

会计专业综合一 

加试：管理会计、基础会计 

15 

120202 企业管理 01 财务管理   全日

制 

战略管理 

加试：微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 

02 公司治理与公司理财   全日

制 

03 人力资源管理   全日

制 

04 物流与供应链金融   全日

制 

120203 旅游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005 金融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303 数学三④801 经济学综

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区域经济

学 

加试：计量经济学 
15 

020203 财政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财政学 

加试：计量经济学 

020204 金融学 01 国际金融   全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金融学 



制 一③303 数学三④801 经济学综

合 

加试：计量经济学 

02 证券投资   全日

制 

03 财富管理   全日

制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303 数学三④801 经济学综

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产业经济

学 

加试：计量经济学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国际贸易

学 

加试：计量经济学 

020207 劳动经济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劳动经济

学 

加试：计量经济学 

020208 统计学 01 金融统计与计量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303 数学三④801 经济学综

合 
国民经济统计学 

加试：经济学原理、抽样调查理论

与方法 

02 经济与管理统计   全日

制 

03 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   全日

制 

0202Z1 法律经济学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303 数学三④801 经济学综

合 

法理学与宪法学 

加试：民法学、经济法学 

025100 金融 

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

二③303 数学三④431 金融学综

合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金融市场学 

加试：商业银行经营学、证券投资

学 

35 



006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081202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 

01 数据分析及可视化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301 数学一④807 数据结构 

C 语言程序设计 

加试：数据库系统概论、计算机网

络 

14 

02 智能计算理论与技术   全日

制 

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01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全日

制 

02 可视媒体智能处理   全日

制 

008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

一③701 公共管理学④802 管理

学 

行政管理学 

加试：政治学、公共政策 

10 

120404 社会保障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社会保障概论 

加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

源管理 

009 统计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

二③303 数学三④432 统计学 

统计学综合 

加试：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25 

招生专业目录所列招生人数为“拟招生人数”，各专业实际招生人数将根据教育部 2020 年实际下达指标为准，根据各专业报考人数及上线情况做增减调整 

学习方式均为全日制、学制均为 3 年，学术型硕士 5000 元/年，会计硕士学费 15000 元/年、其余专硕学费 6000 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