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工商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专业学位） 

培养单位、专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数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 
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含初试、复试、同等学力加试书目) 

招生单位及联系方式 

025100 金融硕士 
01金融机构管理 
02金融投融资实务 
03金融风险管理 
04金融产品设计 

05金融科技 
06智能金融 

75 2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英语二 
③396 经济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④431金融学综合 

《金融专业素
质》 

《公司金融》 
《金融市场学》 

初试“金融学综合”参考书目： 
《金融学》骆志芳 许世琴 科学出版
社 2017 年 03月第一版 
《投资学》张宗新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09月第三版 

复试参考书目： 
《金融学》（第二版），骆志芳等，科学出

版社，2020 年 

《投资学》，张宗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公司金融》朱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 04月第四版 
《金融市场学》张亦春，郑振龙，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12月第五版 

金融学院 
023-62768375 

025200 应用统计 
01经济统计分析 

02 大数据分析技术及商
务应用 
03市场调查与分析 

30 2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3数学三 
④432统计学（（可
使用不带存储和编
程功能的科学计算

器） 

 
统计学（含 R的

应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

学原理》 

1.初试参考书目： 
《统计学原理》苏继伟，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年 
《数理统计学（第 2 版）》茆诗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2.复试参考书目： 
《统计学:基于 R的应用》吴喜之，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3.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统计学原理》苏继伟，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年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袁德美等，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 1版 

数学与统计学院 
023-62769420 

025300 税务硕士 

01税收政策与征管实务 
02税收筹划与公司理财 
03国际税收与税务管理 
 
 
 

30 2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英语二 
③396 经济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④433 税务专业基
础 

《财税综合》 

 
 
 
 

《财政学》 

《税收理论与实务》 
 
 
 

初试参考书目： 

《税收学原理》王玮，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6 年8 月第三版 
《税法》梁俊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9 年5 月第六版 
《税务管理》吴旭东，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6 年8 月第六版 
复试参考书目： 
《公共财政概论》，樊丽明、杨志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 
《税收学》，黄桦 主编，中国人民大

经济学院 

023-62769376 
 



 

培养单位、专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数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 

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含初试、复试、同等学力加试书目) 

招生单位及联系方式 

学出版社，2020年05月第五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财政学》陈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7 年7 月第九版 
《税收学》黄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7 年 10 月第四版 

0254 国际商务 

01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 

02 国际投资与项目管理 

03 国际采购与全球供应

链管理 

04 区域与国别市场研究 

05 跨境电商与大数据分

析 

30 2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96 经济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④434 国际商务专

业基础 

国际商务综合 ①商务英语 

②管理思想史 

 

1 初试参考书目： 

《国际商务》[美]查尔斯．希尔，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版） 

2 复试参考书目： 

《管理学》，马工程《管理学》编写

组，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版） 

《国际商务》王炜瀚，机械工业出版

社（第2版） 

3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新编剑桥商务英语学生用书（BEC

初级）》库克等， 

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版） 

《管理思想史》丹尼尔.A.雷恩、阿

瑟.G.贝德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六版） 

工商管理学院 
023-62769317 

0257 审计硕士(MAud) 

01 国家治理与政府审计 

02 注册会计师审计 

03 数字财务与大数据审

计 

30 3 年 ①199 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①思想政治理

论 

②《专业笔试》

包括《财务会计

学》和《审计学》 

 

①《中级会计实务（二）》 

②《成本会计学》 

1.复试参考书目： 

思想政治理论:参考教育部考试

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最

新《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 

《财务会计学》，戴德明，林钢，

赵西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72351），2019 年 8

月第 12 版。 

《审计学》，宋常主编，中国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ISBN ：

978-7-300-25350-3），2018 年 1 月第

8 版。 

2.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中级会计实务（二）》，2020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

材（中级会计资格），财政部会计资

格评价中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1813227），202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3 至第 19 章。 

《成本会计学》，于富生、黎来

会计学院 

023-62760125 



 

培养单位、专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数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 

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含初试、复试、同等学力加试书目) 

招生单位及联系方式 

芳、张敏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56665），2018 年

4 月第 8 版。 

125300 会 计 硕 士

（MPAcc） 

01 财务总监(CFO) 

02 管理会计（MA） 

03 智能会计（AIA） 

140 3 年 ①199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①思想政治理

论 

②《专业笔试》

包括《财务会计

学》和《财务管

理学》 

 

①《中级会计实务（二）》 

②《成本会计学》 

1.复试参考书目： 

《财务会计学》，戴德明，林钢，

赵西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72351），2019 年 8

月第 12 版。 

《财务管理学》，荆新、王化成、

刘俊彦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57198），2018 年

5 月第 8 版。 

2.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中级会计实务（二）》，2020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

材（中级会计资格），财政部会计资

格评价中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1813227），202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3 至第 19 章。 

《成本会计学》，于富生、黎来

芳、张敏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56665），2018 年

4 月第 8 版。 

会计学院 

023-62760125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1金融法务 
02财税法务 
03电子商务法务 

50 3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 语 一 
③398 法硕联考专
业基础（非法学） 
④498 法硕联考综
合（非法学） 

《专业笔试》，
包括民法、刑
法、宪法、中国
法制史、法理学 
 

 1.初试参考书目：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 
考 考 试 指 南 （ 最 新 版 ） 
 
2.复试参考书目： 
《民法》,王利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第七版，2018年出版（注意：限
考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 
《刑法学》（总论、各论），刑法学

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9 年 7月版； 
《宪法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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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最新版； 
《中国法制史》，朱勇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7年第 1版； 
《法理学》，法理学编写组，人民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7月
版。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023-62761105 



 

培养单位、专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数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 

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含初试、复试、同等学力加试书目) 

招生单位及联系方式 

035102 法律（法学） 
01金融法务 
02财税法务 
03电子商务法务 
 
 

30 2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 语 一 
③397 法硕联考专
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
合（法学） 

《专业笔试》，
包括民法总则、
物权法、债权
法、民事诉讼
法。 

 
《经济法》、《商法》 

1.初试参考书目：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 
考 考 试 指 南 （ 最 新 版 ） 
 
2.复试参考书目： 
《民法总论》（第五版），梁慧星，
法律出版社 2017年 8月版； 
《物权法》，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5年 4月出版； 

《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案例指导与参
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与参考
丛书编选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 01月； 
《合同法》，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5年 7月出版； 
《合同法案例研习》，王利明，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7月出版； 
《民事诉讼法》，马工程编写组，高
等教育出版社马工程教材，2018年第
二版。 
3.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经济法学》，马工程编写组，高等
教育出版社马工程教材，2018年 8月
版。 
《商法学》，马工程编写组，高等教
育出版社马工程教材，2019年 1月版。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023-62761105 

035200 社会工作（MSW） 
 
01医务社会工作 
02社区社会工作 
03社会组织管理 
 

30 3 年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1社会工作原

理 

④437社会工作实

务 

《应用社会学》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政策概论》 

初试参考书目： 

①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 21 世纪

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版。 

②朱眉华、文军主编：《社会工作实务手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复试参考书目：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

（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① 胡务主编：《现代社会福利概论》，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7 月出版。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023-62761105 



 

培养单位、专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数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 

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含初试、复试、同等学力加试书目) 

招生单位及联系方式 

②关信平主编《社会政策概论（第 2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0452 体育 
045201 体育教学 
045202 运动训练 

15 3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英语二 
③346体育综合 
 
 

 
 
 
 
 

《体育概论》 
 
 
 
 
 

 
 
 

《体育科研方法》 
《体育心理学》 

初试参考书目： 
《运动生理学》王瑞元，苏全生编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 2月。 
《学校体育学》潘绍伟，于可红，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三
版）。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7年 4月第 2版。 
复试参考书目： 
《体育概论》杨文轩，陈琦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8月第二版。 

同等学历加试参考书目： 
《体育科研方法》郑旗主编，人民体
育出版社，2007年 9月第 2版。 
《体育心理学》季浏，殷恒婵，颜军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2月
（第三版）。 
 

体育学院 
023-62769914 
 
 
 
 

 
 
 
 
 

 
 

0552 新闻与传播 
01新闻与区域传播 
02新闻传播与社会舆情 
03广告与传媒经济 
04影视与新媒体 

 

30 2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4 新闻与传播
专业综合能力 

④440 新闻与传播
专业基础 
 

《新闻传播理
论与应用》 

《广告策划》 
《广播电视学概论》 
 

1.初试参考书目：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年 4月（第二版） 
《新闻学概论》李良荣.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8 年 11月 

《广告学概论》陈培爱.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4 年 12月(第三版) 
《现代新闻评论》赵振宇.武汉大学出
版社.2017 年 08月（第三版） 
《新闻采访与写作》丁柏铨.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4 年 12月(第三版) 
2.复试参考书目： 

《媒介新闻评论学》殷俊.四川大学出
版社 2005 年 6月第一版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刘海龙.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 10月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9年 2月 
3.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广告策划》黄升民,段晶晶.中国传
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 03月（第二版） 
《广播电视学概论》黄匡宇.暨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023-62769390 



 

培养单位、专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数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 

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含初试、复试、同等学力加试书目) 

招生单位及联系方式 

出版社 2014年 3月（第四版） 

0856 材料与化工 
01生物化工技术 
02精细化工 
03环境化工 
04 催化技术 
05化工设备及分离技术 
06资源与能源化学工程 
07材料化工 

45 3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13化工原理 
 

《无机及分析
化学》 

《有机化学》 
《生物化学》 

初试参考书目：《化工原理》（第 3
版）（上下册）郑旭煦，杜长海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复试参考书目：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 2 版）浙江
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7.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有机化学》（第 2版）徐寿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生物化学》 （第 3版）（上下册）
王镜岩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25100 工商管理 

01 企业发展与治理 

02 财务管理与资本运营 

03 市场营销与商务策划 

04 金融投资与管理 

05 人力资源管理 

150 3 年 ①199管理类联考

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思想政治理

论考试 

2、综合能力面

试 

3、英语面试 

4、职业发展能

力评估 

 初试参考书目： 

《2021 年 MBA 联考考试大纲》（高

教出版社） 

 

工商管理学院 
023-62768664 

125200 公共管理（MPA） 

01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02 人口发展与健康保障 
03 国土资源与信息管理 
04 网络舆情管理 

50 3年 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204英语二 

政治理论 

专业综合 

 初试参考书目： 

《2021 年 MBA 联考考试大纲》（高

教出版社） 

公共管理学院 

023-62768185 

135108 艺术设计 
01 环境设计 
02 视觉传达设计 
03 产品设计 

50 3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615 设计概论 
④830专业基础 

《专业设计实
践》 

《设计基础》 1.初试参考书目： 
⊙《设计学概论》 尹定邦湖南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6） 
⊙《室内空间形态与装修设计实战(第
二版 )》唐维升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0） 
⊙《新媒体与文化艺术产业》殷俊 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16） 

⊙《环境艺术设计：快题与表现》 孙
科峰，高艳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
二版（2010） 
⊙《麦克手绘-视觉传达设计快题表
现》 廖健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短视频设计与传播》殷俊 四川大
学出版社 （2020） 
⊙《产品设计手绘快速表现》 李红萍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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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试参考书目： 
⊙《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修订版)》悉
德·菲尔德（Syd Field）（作者）,
钟大丰（译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
1版 （2016） 
⊙考生应学习并掌握下列计算机辅助
设计软件工具的一种或几种：Rhinos、
3D Max、SketchUP、Lumion等三维建
模 软 件 参 考 书 ； Photoshop 、

CorelDraw、 Illustrator、 AutoCAD
等相关设计软件参考书；Keyshot、
V-ray等相关渲染软件参考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设计理论基础》 

《影视学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艺术设计学导论（第二版）》唐济川、

郑艳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 

⊙《影视学科资料汇评——影视基础理论

编）》桂青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造型基础素描色彩 》盛英淼，刘晓宏 化

学工业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