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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财经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范围

考试科目 参考范围 出版社 作者

261 二外日语
《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第二版)初

级(上下册)中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光村图书

出版株式会社编

262 二外法语 《简明法语教程》（上下册） 商务印书馆 孙辉

263 二外德语 《新编大学德语》(1—3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朱建华

611 法理学 《法理学》（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国华、朱景文

6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不指定参考书目

613 情报学理论 《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三版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马费成

614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精编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乐夫，蔡立辉

615 英语综合水平测试 《现代大学英语》（1-6 册）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杨立民

801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第五版)

《西方经济学》（上下册）（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谢地 宋冬林 孔晓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

802 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

《管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周三多等

杨俊青等

803 法律综合

《民法》（第七版）
《民事诉讼法》（第八版）
《刑法》（第六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利明
江伟、肖建国
王作富
张正钊、胡锦光

804 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第六版）） 中山大学出版社 夏书章

80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指定参考书目

806 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孝彬

807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黄梯云

808 社会保障理论 《社会保障概论》（第五版）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6.1 孙光德 董克用

809 翻译写作
《实用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英语写作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郭丽萍

丁往道

812 土地资源管理学 《土地资源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正峰

813 体育学综合（含：体育
概论、体育产业经营管理）

《体育概论》（第二版）
《体育产业经营管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文轩 陈琦主编
曹可强 席玉宝主编

814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C 语言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严蔚敏主编

815 环境管理学 《环境管理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叶文虎 张勇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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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金融学综合
《金融学》精编版
《财务管理学》（第 8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达

王化成 刘俊彦

432 统计学 不指定参考书目

433 税务专业基础

《税收学原理》（第 3 版）不含中国税制
部分
《中国税制》（第十版）
《国际税收》（第九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玮
马海涛
朱青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国际商务》（第三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炜瀚 王健等

435 保险专业基础 《保险学原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虹、陈迪红

436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资产评估学教程》第六版

《资产评估相关知识》近三年资产评估师

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均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资

产评估协会主编

乔志敏

以下为复试科目参考范围

850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人民出版社，2017 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概论》编写组

856 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

857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第四版 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吴殿廷

858 财政学 《财政学》2019 年 5 月修改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谭建立、昝志宏

859 金融学 《金融学》精编版（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达、张杰

860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俊豪

861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郭羽诞、兰宜生

862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第三版）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马培生

864 国民经济统计学 《国民经济统计学》 不指定出版社 不指定作者

865 经济计量学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杰弗理.M.伍德里奇

866 宪法学、经济法学、商法

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社

会法学

《经济法学》

《宪法》（第六版）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第四版）

《商法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守文

许崇德、胡锦光

周珂

范健

刘静、叶静漪、林嘉

86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9 语言学、文学
《语言学教程》(第五版)
《英国文学选读》(第二版)
《美国文学选读》(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胡壮麟
王守仁
陶洁

871 数据库系统概论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珊、萨师煊

872 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七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8 年 高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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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会计综合

《财务管理学》
《中级财务会计》
《审计学》
《基础会计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郭泽光
杨瑞平
吴秋生
李端生

874 管理实务
《市场营销原理与实践》（第 16 版）
《战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5 年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菲利普·科特勒
魏江，邬爱其等
杨俊青

875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第一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邓爱民，孟秋莉

877 农业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第三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5 李秉龙等编

878 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第三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靳希斌

879 房地产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第三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丰雷，林增杰

880 数据库基础与信息检索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王珊、萨师煊

881 金融实务 不指定参考书目

882 统计实务 不指定参考书目

883 税务实务 《中国税制》（第十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海涛

884 国际商务实务 不指定参考书目

885 资产评估实务

资产评估实务（一）近三年资产评估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均可；资产评估实务（二）

近三年资产评估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均可。均为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出版，主编均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886 项目管理实务 《项目管理教程》（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骆珣主编

887 物流工程与管理实务 《物流工程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齐二石等主编

888 会计实务（含：基础会计

学、财务会计学、财务管理学）

《基础会计学》
《中级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端生
杨瑞平
郭泽光

889 审计实务（含：基础会计

学、财务会计学、审计学）

《基础会计学》
《审计学》
《中级财务会计》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端生
吴秋生
杨瑞平

890 民法、经济法
《民法》第七版

《经济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利明

张守文

894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

898 旅游管理实务 不指定参考书目

899 政治理论 不指定参考书，内容包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事政治等”

901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三多等 2018 年出版

902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精编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乐夫 蔡立辉主编 2012 年 3 月

903 金融工程学 《金融工程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沈沛龙 2017 年 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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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 财务管理综合 参考书目与会计学专业相同

906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科学出版社 杨俊青 2020 年 9 月出版

907 文化产业学 《文化产业学》 胡惠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8 月出版

908 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
《体育管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瑞林主编；
《体育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丛湖平 郑芳主编。

909 社会保险与住房制度
《社会保险》（第三版）邓大松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住房保障制度》 清华大学出版社 康耀江 张健铭 文伟著 2011 年 9 月出版

910 保险实务 不指定参考书目

911 运筹学 《运筹学教程》（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胡运权主编

912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第二版）沈满红主编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5 年 3 月

914 情报学理论与数据库基础
《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三版）马费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五版）王珊，萨师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915 工程管理实务 《工程管理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刘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