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财经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业务课二笔试参考书目
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财政学                                           
(财政学院)

报考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政府采购理论与政策两个研究方向的参考书目1-8、16-18;报考资产评估研究方向的参考书目9-11;报考财政史研
究方向的参考书目12-15
1.《财政学》 哈维·S·罗森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第九版)
2.《经济研究》杂志 近三年 《经济研究》杂志社

3.《经济学动态》杂志 近三年 《经济学动态》杂志社

4.《财贸经济》杂志 近三年 《财贸经济》杂志社

5.《税务研究》杂志 近三年 《税务研究》杂志社

6.《财政研究》杂志 近三年 《财政研究》杂志社

7.《财政理论与政策》 郭庆旺、赵志耘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3 第二版)
8.《中国财政理论前沿》（共五卷） 刘溶沧、高培勇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资产评估教程》 刘玉平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6 第三版)
10.《资产评估准则2010》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4)
11.《中国资产评估》 近三年 《中国资产评估》杂志社

12.《中国财政史》 孙翊刚、王文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
13.《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 王子英、孙翊刚、门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1)
14.《财政史研究》 王文素主编(近三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5.《中国财政思想史》 孙文学等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1)
16.《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 马海涛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3)
17.《财政预算透明度提升的环境基础研究报告》 李燕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1)
18.《外国财政理论与实践》 李俊生、李贞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5)

金融学 , ★金融工程 《计量经济学》 潘省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第四版)
(金融学院) 《计量经济学(第3版)》 李子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第三版)
会计学 《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研究》 孟焰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会计学院) 《会计研究方法论》 吴溪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会计研究》杂志 近三年 中国会计学会

《审计研究》杂志 近三年 中国审计学会

★跨国公司管理 《国际经济学》 保罗.格鲁格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第八版)
(商学院) 《国际商务》 查尔斯.W.L.希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第七版 2012年印刷)

《世界经济》 近一年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主办

《国际贸易》 近一年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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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企业管理 ,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全球化与创业视角》
海因茨.韦里克、马克.V.坎尼斯、哈罗
德.孔茨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第十三版)

《国际商务》 查尔斯.W.L希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第七版)
(商学院) 《管理世界》 近一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管理》 近一年 经济管理杂志社

《中国软科学》 近一年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南开管理评论》 近一年 南开大学商学院

《中国工业经济》 近一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                         
世界经济，          

“现代经济学前沿”考试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考试内容是相同的，参考书目为1-4；第二部分考核相应专业知识，政治经济学专业参考
书目为5-9，西方经济学参考书目10-14，世界经济参考书目为15-19，国民经济学参考书目为20-23，区域经济学参考书目为24-27，产业
经济学参考书目为28-32，劳动经济学参考书目为33-35，经济史参考书目为36-39，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参考书目为40-4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哈尔.R.范里安、费方域等译 格致出版社 (2011 第八版)
国民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2.《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A.杰里，菲利普.J.瑞尼(著) 王
根蓓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第二版)

产业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3.《高级宏观经济学基础》 海德拉，范德普罗格著，陈彦斌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经济学院) 4.《高级宏观经济学》 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第三版)
5.《高级政治经济学》 张宇等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第三版)
6.《制度经济学》 黄少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7.《垄断资本全球化问题研究》 齐兰著 商务印书馆 (2009)
8.《企业理论：现代观点》 杨瑞龙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2)

9.《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杂志
近一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0.《微观经济理论》(英文影印版) 马斯.科莱尔等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第二版)
11.《递归宏观经济理论》 萨金特著，杨斌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2.《经济研究》杂志 近二年

13.《经济学季刊》杂志 近二年

14.《世界经济》杂志 近二年

15.《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上下册)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第八版)
16.《国际金融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G.甘道尔夫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17.《世界经济》杂志 近二年

18.《金融研究》杂志 近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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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       19.《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 近二年

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
杰弗里.萨克斯(Sachs,J.D.)、费利普.
拉雷恩(Larrain,F.B.)著，陈昕、费方

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06出版)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1.《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调控政策》 何德旭、姜永华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国民经济学， 22.《国民经济管理(F10)》 近三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区域经济学， 23.《经济学动态》 近三年

产业经济学， 24.《现代区域经济学》 魏后凯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劳动经济学 25.《区域经济学导论》 胡佛(美)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经济学院） 26.《城市经济学》 高洪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7.《区域与城市经济》 近三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8.《产业经济学与组织》 [英]多纳德.海、德里克.莫瑞斯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29.《经济开放与中国产业发展》 王如忠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0.《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 王俊豪著 商务印书馆 (2001)

31.《市场国际化与市场结构优化问题研究》 齐兰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32.《产业经济学》 近一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33.《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 [美]伊兰伯格/史密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第八版 中译本)
34.《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 蔡昉、都阳、高文书、王美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5.《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F103)》 近三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36.《中国金融史》 姚遂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7.《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教程》 丁长清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11)
38.《经济史》 近二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39.《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 陈争平、兰日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40.《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汤姆·蒂滕伯格著, 金志家，余发新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第七版)

41.《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 思德纳著，张蔚文，黄祖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42.《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 近三年

43.《经济地理》杂志 近三年

★经济信息管理 《电子商务----管理视角》 [美]Efraim Turban 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

(信息学院) 《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 [美]Jeffrey L. Whitten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供应链设计与管理---概念、战略与案例研究》 [美]大卫.辛奇-利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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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1民商法学方向参考书目为1-7;02经济法学方向参考书目为：5、7-10；03宪法与行政法学方向参考书目：11、12；04诉讼法学方向参考
书目：13、14、15

(法学院) 1.《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民法典、物权法、侵权

责任法》
梁慧星 法律出版社 (2010)

2.《民法总论》 陈华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3.《民法物权论》 陈华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4.《债法总论》 陈华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5.《金融服务法评论》（第一至五卷） 郭锋 法律出版社

6.《公司法论》 施天涛 法律出版社 ( 2006 第二版)
7.《全球化时代的金融监管与证券法治-近年来金

融与证券法的理论研究与学术争鸣概览》
郭锋总编纂 知识产权出版社 ( 2010)

8.《经济法学》 张守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9.《经济法总论》 史际春、邓峰 法律出版社 (2008 第二版)
10.《财政税收法》 刘剑文、熊伟 法律出版社 (2009 第五版)
1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姜明安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第六版)
12.《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 杨建顺 中国人民大学（2007 第一版）

13.《刑事诉讼法学》（上下） 王敏远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4.《刑事证据的争鸣与探索》 谢安平、郭华 法律出版社 (2013)
15.《民事诉讼法》 张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第三版）

★投资学 《投资学》 张中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级国际投资学》 杨大楷 上海财经出版社 (2002)

《投资学》 滋维.博迪等 译者：汪昌云 张永翼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原书第九版)

《公司理财》
斯蒂芬.A.罗斯等 译者：吴世农、沈艺

峰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原书第九版)

《项目管理：计划、进度和控制的系统方法》 哈罗德.科兹纳 译者：杨爱华、杨敏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第九版)
《投资项目评估》 张启振、张阿芬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经济研究》、《中国投资》、《金融研究》、
《投资研究》

 近三年 杂志社

★保险学 保险理论方向参考：1-4、8-12；精算学方向参考：1-7；社会保障学方向参考：1-4、13-19
(保险学院) 1.《金融学》 黄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第三版)

2.《金融研究》杂志 近一年 金融研究杂志社 
3.《经济研究》杂志 近一年 经济研究杂志社

4.《保险研究》杂志 近三年 保险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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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保险学 5.《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盛骤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第四版)
(保险学院) 6.《统计与精算》 近一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7.《精算学》 张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保险法学》 李玉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9.《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 瑞达著，刘春江，王欢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0.《保险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 （美）迪翁主编，朱铭来 等译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
11.《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模型、评估与监管》 （瑞典）斯坦德姆著，江先学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2)
12.《风险管理》 （英）霍普金著，蔡荣右译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3)
13.《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2012》 褚福灵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14.《社会保障研究》集刊（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15.《公共养老金的OLG模型分析》 杨再贵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16.《社会保障学》 郑功成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17.《社会保障基础》 褚福灵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18.《社会保障制度》杂志 近二年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9.《社会保障研究》杂志（武汉） 近二年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政府经济与管理 《公共管理导论》 欧文.E.休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第三版)
(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战略管理：领导手册》 纳特.巴可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 近三年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顾海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石仲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
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
工作司编

人民出版社（1999）

★税收学 《经济研究》杂志 近三年 《经济研究》杂志社 
(税务学院) 《财贸经济》杂志 近三年 《财贸经济》杂志社

《税务研究》杂志 近三年 《税务研究》杂志社 
《财政研究》杂志 近三年 《财政研究》杂志社 
《税收学》 李俊生 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9)
《外国财政理论与政策》 李俊生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税收理论与政策》 汤贡亮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中国税收发展报告2006-2010》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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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税收学                 
(税务学院)

《中国税收发展报告》（2009/2010、2010/2011
、2012） 汤贡亮主编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0、2011、2013)

《中国税收发展报告2013/2014》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4)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税改

革》
高培勇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第七版)

《财政学》 哈维.S.罗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国税收管理》 谢旭人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7)

《国际税收基础》
（美）罗伊·罗哈吉著 林海宁、范文祥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世界经济 《财政学》 哈维·罗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08)
(财经研究院) 《公共财政学》 王雍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01)

《经济研究》杂志 近三年 《经济研究》杂志社

《财政研究》杂志 近三年 《财政研究》杂志社

《税务研究》杂志 近三年 《税务研究》杂志社

国防经济 《国防经济学》（前二十章） 陈波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防经济思想史》 陈波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中国国防经济》杂志 近三年 国防大学编辑

《军事经济研究》杂志 近三年 军事经济学院编辑

金融学 《金融经济学基础》 [美]黄奇辅、李兹森伯格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经济学原理（英文版）》 Stephen F.LeRoy、Jan Werner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Microeconomics Theory》 A.Mas-Colell、M.D.Whinston、
J.R.Green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高级微观经济学》 张定胜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Econometric Analysis》 W.H.Green 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2001)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美]J.M.伍德里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计量经济学》 张定胜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国民经济学 《高级宏观经济学（英文版）》 [美]戴维·罗默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递归宏观经济理论》
Lars Ljungqvist、Thomas 
J.Sargent，杨斌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Microeconomics Theory》 A.Mas-Colell、M.D.Whinston、
J.R.Green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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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国民经济学 《高级微观经济学》 张定胜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Econometric Analysis》 W.H.Green 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2001)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美]J.M.伍德里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计量经济学》 张定胜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金融学 《金融学》 兹维.博迪、罗伯特.莫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Macroeconomics Andrew Abel，Ben Bernanke，and 
Dean Croushore Prentice Hall(2013)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Hal R. Varian Norton& Co Ltd(2004)
《Financial Theory and Corporate Policy》4th 
edition

Thomas E.Copeland、J.fred Weston
、and Kuldeep Shastri Pearson Addison Wesley (2005)

财政学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Stiglitz, J. New York: Norton (2001 3rd ed)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Public Economics》 Myles, 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Gruber, J. New York, NY (2005 Worth Publishers)
《Economics of Taxation》 Salanie, B MIT Press (2002)

★政府经济与管理 《公共管理导论》 欧文.E.休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第三版)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战略管理：领导手册》 纳特.巴可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 近三年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

劳动经济学 《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 罗纳德.G.伊兰伯格、罗伯特.S.史密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八版）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
心)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杰弗里.M.伍德里奇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劳动经济学》 乔治.J.博尔哈斯 麦格劳 - 希尔出版社 ( 第五版)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上册：国际贸易
部分）（中译本）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

德，黄卫平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第八版)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中译本） Robert Feenstra 著，唐宜红主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中译本）
罗伯特·芬斯特拉，魏尚进 编；鞠建
东，余淼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经济研究》杂志各期 近两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

《世界经济》杂志各期 近两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
济》杂志社

《国际贸易问题》杂志各期 近两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问题》杂志社

《国际贸易》杂志各期 近两年 《国际贸易》杂志社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近两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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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单位）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数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中级教程》 潘省初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一版)
(统计与数学学院)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美]Jeffrey M．Wooldridge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英文影印版第四版)

《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 李子奈，叶阿忠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一版)

★经济统计 , ★数理统计 , ★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 ★应

用统计
《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 吴喜之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年 第四版)

(统计与数学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茆诗松、周纪芗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第三版)
财政学                                          

(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1.《财政学》 哈维·S·罗森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第九版)
2.《经济研究》杂志 近三年 《经济研究》杂志社

3.《经济学动态》杂志 近三年 《经济学动态》杂志社

4.《财贸经济》杂志 近三年 《财贸经济》杂志社

5.《税务研究》杂志 近三年 《税务研究》杂志社

6.《财政研究》杂志 近三年 《财政研究》杂志社

7.《财政理论与政策》 郭庆旺、赵志耘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3 第二版)
8.《中国财政理论前沿》（共五卷） 刘溶沧、高培勇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资产评估教程》 刘玉平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6 第三版)
10.《资产评估准则2010》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4)
11.《中国资产评估》 近三年 《中国资产评估》杂志社

12.《中国财政史》 孙翊刚、王文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
13.《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 王子英、孙翊刚、门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1)
14.《财政史研究》 王文素主编(近三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5.《中国财政思想史》 孙文学等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1)
16.《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 马海涛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3)
17.《财政预算透明度提升的环境基础研究报告》 李燕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1)
18.《外国财政理论与实践》 李俊生、李贞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5)
19.《中国卫生》 近三年 中国卫生杂志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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