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6 年专业硕士学位研
究生招生简章
西南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综合性重点大学，“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校。有着
百年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沉淀。学校占地 9600 余亩，校舍面积 160 余万平方
米。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明显，涵盖了哲、经、法、文、史、教、
理、工、农、医、管艺术等 12 个学科门类。
一、西南大学概况
学校下设 31 个学院，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9 个
省部(市)级重点学科、1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1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 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106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6 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204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 个专业博士学位，19 个专业
硕士学位、103 个本科专业。现有在校学生 6 万余人，其中普通本科 40000 余
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17200 余人。
二、经济管理学院概况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有农林经济管理系、会计系、企业管理系、旅游管理系、
物流与营销系、经济系、金融系、国际贸易系等 8 个系，学科横跨经济学和管理
学两大学科门类，在管理学和经济学均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形成了以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核心的优势学科群，以及本科、硕士、博士
多层次办学体系。其中，农林经济管理、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等 3 个学科是重
庆市重点学科。

学院现有教职工 154 人，专任教师 127 人。其中，教授 27 人，博士生导师 16
人，副教授 47 人，硕士生导师 51 人，博士 78 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 39 人;
拥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2 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4 人，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 1 人，重庆市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 人，重庆市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3 人，重庆市学术
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9 人。学院有在校学生 4000 多人，分别在本科、硕士、博士、
MBA、MPAcc、MTA、MF、MIB、MAE 等学位项目中学习。
学院一贯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的方针，推动学科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长
足发展。本世纪以来，先后承担了科技部十五重大科技攻关专项 2 项、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3 项、国家科技部重大软科学研究计划 1 项、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研究
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50 多项，省部级项目 300 余项，科研经费总额达 5000 多万
元。出版专著译著、国家和部级规划教材 60 余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等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600 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
研成果奖 80 余项;其中，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 项。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紧紧围绕学校“创建特色鲜
明高水平综合大学”的发展目标定位，整合力量，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奋
斗!
三、专业学位简介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
的学位类型，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
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专业学位与学术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

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上有明显差异。学术性学位按学科设立，其以学术研究为
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主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而专业学位
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
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授予学位的标准要反映该专业领域的特点和对高层次人
才在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学术能力上的要求。专业学位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学术性
与职业性紧密结合，获得专业学位的人，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从事具有
明显的职业背景的工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职业分化愈来愈细，职业种类愈来愈多，
技术含量愈来愈高，专业学位教育所具有的职业性、复合性、应用性的特征也逐
渐地为社会各界所认识;与此同时，从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趋势来看，更大量的是
走向社会实际领域。为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对研究生教育结构转变的需
要，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将逐渐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
为主转变，实现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和战略性调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的发展重点。
四、专业领域、代码及考试科目
西南大学招生代码 10635
专业代码 专业及研究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及学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①本专业复试科目：英语和综合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 力
（MBA）

②204 英语二

素质
②全日制在职学习，学制 2.5-3
年

125400

旅游管理硕士
（MTA）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 ①本专业复试科目：旅游管理理
力

论

②204 英语二

②全日制在职学习，学制 2.5-3

年

125300

会计硕士
（MPAcc）

农业推广硕士
095110

（MAE）
（农村与区域发
展）

025100

025400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
力
②204 英语二

①本专业复试科目：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审计
②全日制在职学习，学制 2.5-3
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①本专业复试科目：区域经济学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②全日制在职学习，学制 2.5-3

④874 农村与区域发展理 年。
论和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①本专业复试科目：金融市场

金融硕士

②204 英语二

学、商业银行经营学

（MF）

③303 数学三

②全日制在职学习，学制 2.5-3

④431 金融学综合

年。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①本专业复试科目：国际贸易实

国际商务硕士 ②204 英语二
（MIB）

③303 数学三

务
②全日制在职学习，学制 2.5-3

④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年。

备注：各专业原则上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合计计划录取数 260 人左右。校本部
“农村与区域发展”学费标准 4.8 万元/人，MBA 学费标准 5.4 万元/人，其他
专业学费标准 6 万元/人;联合办学的学费标准以协议价格为准。
五、报名对象和条件
(一)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MBA)和旅游管理硕士(MTA)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
毕业学历后，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
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二)报名参加农业推广硕士(MAE)、会计硕士(MPAcc)、金融硕士(MF)、国际商
务硕士(MIB)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1
年或 1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 2 年
或 2 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 2016 年 9 月 1 日)，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
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
员;(3)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4)已获硕士
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
的硕士。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三)农业推广硕士可招收单独考试，其它专业学位类别不招收单独考试。单独考
试报考条件见学术型研究生招生说明。
六、报名方式、时间及地点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
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缴费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
子信息。
报考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的考生，其工
作或户口所在地应在重庆且须选择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
庆理工大学、北碚区教育考试中心、重庆工商大学其中任一一个考点进行报名，
报考西南大学的该类考生只能选择北碚区教育考试中心考点。
报考会计硕士、图书情报、审计硕士的考生，须选择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北碚区教育考试中心、重庆工商大学其中任一一
个考点进行报名。
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
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网上报名日期： 2015 年 10 月 10 日—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
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预报名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
按教育部、本人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
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
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上述报名日期内，考生可自行修改
网报信息。再在现场报名时间确认报名信息。
现场确认时间：2015 年 11 月 10 日—12 日。逾期不再补办。
现场确认程序：

(1)考生到报考点指定的地方进行现场确认。
(2)考生提交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
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
交本人《退出现役证》。报考点工作人员发现伪造证件时应通知公安机关并配合
公安机关暂扣相关证件。
未通过网上学历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认证报告。
所有考生均要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
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
行承担。
(3)考生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4)考生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8 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
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初试时间：2015 年 12 月 26 日-27 日，具体时间见准考证。
七、办学形式、学费及文凭
办学形式灵活，只招收在职学习学生。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执行西南
大学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校本部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学费标准是 4.8 万元/
人，MBA 学费标准 5.4 万元/人，其他专业学费标准是 6 万元/人;联合办学的学
费标准以协议价格为准，但不得超过物价部门备案的最高标准 12 万元/人。
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修满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审核批
准后，授予国家认可的相应专业硕士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

八、初试参考范围
1、全国统考科目：
101 思想政治理论 参照全国指定考试大纲;204 英语二 参照全国指定考试大纲
303 数学三 参照全国指定考试大纲;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参照全国指定考
试大纲
2、专业考试科目：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侧重于农村发展与管理综合知识考查，考试内容主要涵盖
发展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村政策学、农业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要求考生
理解和掌握相关课程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判断
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874 农村与区域发展理论和政策 侧重于对农业政策法规、农村与区域发展知识
的考查。
431 金融学综合 参照相关专业学位教指委指定考试大纲(或考试指导性意见)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参照相关专业学位教指委指定考试大纲(或考试指导性
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