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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业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本专业培养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备健全人格与心理素质，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具有分析研究地区和产业等领域的经济问题，能在经济管理部门、

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事业部门从事经济研究、经济管理的理论型和应用型的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为：

1、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形成经济学专业思维，掌握并能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

究方法；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科学的素养；熟悉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具备基本的人文素质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培养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具备社会责任感，具有

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合作精神。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较强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能够较为熟练地使用电子

计算机从事经济研究和工作；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

能力。

4、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学制与学分要求

1、学制

标准学制为四年，学生可在 3—6年内完成学业。

2、学分要求

学生至少应修满 162 学分方可毕业。其中：必修 131 学分，选修 31 学分；课堂教学 129 学分，实

践教学 33 学分。

学校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 53 学分，其中：必修 37 学分，选修 16 学分；课堂教学 42 学分，

实践活动 11 学分。

学院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 41 学分，其中：必修 36 学分，选修 5学分；课堂教学 41 学分。

专业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 68 学分，其中：必修 58 学分，选修 10 学分；课堂教学 46 学分，

实践教学 22 学分。

具体课程与学分详见本计划的课程设置部分。

三、主干学科

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

四、主要课程

各专业依据课程设置自行确定。

五、授予学位

各专业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文件确定。

六、教学活动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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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年设置 2个学期，共 40 周，其中教学时间 36 周（每学期 18 周），考试时间 4周（每学期 2

周），并适当安排入学教育、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社会实践、毕业教育、就业指导等时间。

七、课程结构比例

课堂教学共 129 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 79.63.%；实践教学共 33 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 20.37%。

1、课堂教学

课程分类
学校平台课程 学院平台课程 专业平台课程 总学时、总学分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时数 468 288 648 90 648 180 1764 558 2322

% 20.2% 12.4% 27.9% 3.9% 27.9% 7.8% 76% 24% 100%

学分数 26 16 36 5 36 10 98 31 129

% 20.2% 12.4% 27.9% 3.9% 27.9% 7.8% 76% 24% 100%

学时数（%） 756（32.56%） 738（31.78%） 828（35.66%） 2322（100%）

学分数（%） 42（32.56%） 41（31.78%） 46（35.66%） 129（100%）

2、实践教学

专业实习 8学分，学年论文 2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6学分。

八、周学时分配表

学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周学时 23+5 27+3 30+1 21 17 11 1

注：（1）周学时按照“理论课周学时+实验课周学时”的形式给出；（2）选修课周学时按照各类课

程原则上规定的修读学期和应修学分，分学期平均计入。

九、课程设置

（一）学校平台课程（普通教育课程）

1、公共基础教育课程模块

（1）思想政治理论与军事训练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18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310002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54 36 18 2+1 文 1 理 2 3 考试

310002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54 36 18 2+1 文 2 理 1 3 考试

31000211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必修 108 90 18 5+1 文 3 理 4 6

考试

0000201 形势与政策 必修
专题辅导、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等

四学年均开 2 考查

31000206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6 36 2 5、6 2 考查 列入通识教育类课

310002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6 18 18 1+1 文 1 理 2 2 考试 前半学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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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208 军事理论 必修 36 18 18 1+1 文 1 理 2 2 考试 后半学期开

军事训练 必修 2周（根据学校实际安排进行） 不计学分

本模块课程共 20 学分，其中，必修 18 学分，任选 2学分，课堂教学 13 学分，实践教学 7学分。

（2）大学外语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8学分必修课程,0—6学分限选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任选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52000101 大学英语Ⅰ 必修 72 72 4 必修 4 考试 大学俄语、大学日

语根据特殊专业

需求开设；大学英

语Ⅲ、Ⅳ要求未通

过 CET-4 学生必须

修读。

52000102 大学英语Ⅱ 必修 72 72 4 2 4 考试

52000103 大学英语Ⅲ 限选 72 72 4 3 4 考试

52000104 大学英语Ⅳ 限选 36 36 2 4 2 考试

52000105 高级英语Ⅰ 任选 72 72 4 6 4

52000106 高级英语Ⅱ 任选 36 36 4 7 2 后半学期开设

大学英语 14 学分，第一、二、三学期各 4学分，第四学期 2学分。实行 8-14 弹性学分，学生修

完第一、二学期 8学分或第一、二、三学期 12 学分，并通过 CET-4，可不再修读剩余学分，剩余的 6

或 2 学分由学生自主选修高级英语或其它任何课程获得。

（3）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4学分必修课程并通过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43000101 大学体育Ⅰ 必修 36 36 2 1 1 考试 (体育综合)

43000102 大学体育Ⅱ 必修 36 36 2 2 1 考试 (体育综合)

43000103 大学体育Ⅲ 必修 36 36 2 3 1 考试 (体育选项)

43000104 大学体育Ⅳ 必修 36 36 2 4 1 考试 (体育选项)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必修 自主锻炼，每学年测试一次 — 不计学分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以学生自主锻炼为主，四年不断线，学校每学年集中组织一次测试，

测试不合格者不能毕业。具体要求见《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试行）》（西师

发[2004]135 号）。

（4）计算机应用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3学分必修、4学分限选课程）

按照分类指导原则，针对专业特点和培养要求，对不同专业设置不同的课程模块，加强实践操作，

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和考试评价方式。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

71000201 大学计算机基础Ⅰ 必修 72 36 36 2+2 1 3 考试
新生入学后通过学校
测试者，可免修，计
入学分；按文管、理
工、艺术体育三类开
设

71000202 大学计算机基础Ⅱ 限选 90 54 36 3+2 2 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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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0203 计算机基础应用 任选
参加我校组织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

得合格证书
1

艺术、体育类专业通过国家一
级，其他专业通过国家二级

2、通识教育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修读至少 2个系列，完成 6学分任选课程）。

课程系列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

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列

大学语文 限选 36 36 2 1 2
考试/
考查

理工科学生必须修
读

课程规格为 1—2 学分/门，18—36 学时/门，每学期选课前公布
考试/
考查

经济与管理科学系列 同上
考试/
考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系列 同上
考试/
考查

艺术与体育系列 同上
考试/
考查

小计 6

周学时统计，按第 3—6学期各周 1,18 学时，第 7学期周 2,36 学时计算。

3、教师教育课程模块

师范类专业学生修读，共 28 学分。必修 20 学分（含教育实习、技能训练 11 学分），选修 8学分。

课堂教学 17 学分，实践教学 11 学分。根据《西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课程方案及修读规定（修订）》进

行。非师范类专业学生可不修读，或作为任选课修读。

以上所列学校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非师范类专业：共 51 学分，必修 33 学分，选修 18 学分；课堂教学 40 学分，实践活动 11 学分。

（二）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1、学科必修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36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05601 微积分 必修 108 108 6 6 考试

21005602 政治经济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05603 管理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05604 线性代数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5 微观经济学 必修 72 72 4 4 考试

21005606 统计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7 会计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09 宏观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10 金融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05611 财政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05612 国际贸易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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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计 648 648 10 13 13 36

2、学科任选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5学分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05807 证券投资 任选 36 18 18 1+1 1.5 考查

21005801 经济法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05811 统计软件 任选 36 18 18 1+1 1.5 考查

21005809 财务会计报告分析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05815 市场调查与分析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05816 制度经济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05817 区域经济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05818 世界经济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小 计 288 252 36 15

学生应当按照规定的学分数修满学科限选、任选课程学分，不能用修读其它课程的学分代替。

以上所列学院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必修 36 学分，限选 0学分，任选课 5学分，共计 41 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40 学分（含必修 36 学

分，选修 4学分），实践教学 1学分。

（三）专业平台课程（专业教育课程）

1、专业必修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36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27601 专业导引课 必修 18 18 1 1 考查

21027602 学科前沿课 必修 18 18 1 1 考查

21027603 中级微观经济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27604 中级宏观经济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21027605 国际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27606 计量经济学 必修 72 72 4 4 考试

21027607 发展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27608 经济学说史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27609 西方经济学流派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27610 产业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27611 制度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27612 劳动经济学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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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7613 信息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21027614 区域经济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小 计 648 648 1 3 9 11 9 7 1 36

3、专业任选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至少完成 10 学分任选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27801 经济研究方法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推荐选修

21027802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03 博弈论基础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04 城市经济学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21027805 福利经济学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21027806 卫生经济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07 人口经济学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21027808 环境、资源经济学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21027809 实验经济学 任选 36 18 18 1+1 1.5 考查

21027810 经济形势与政策评价 任选 18 18 1 1 考查

21027811 投资经济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12 国际金融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推荐选修

21027813 税收理论与实务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21027814 保险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15 金融工程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21027816 国际贸易实务 任选 54 36 18 2+1 2.5 考查

21027817 中国经济思想史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18 中国近代经济史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19 外国经济史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20 经典著作选读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21 《资本论》选读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22 当代中国经济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21027823 数学四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小 计 918 882 36 50

学生应当按照规定的学分数修满专业任选课程学分，不能用修读其它课程的学分替代。

4、学年论文（2学分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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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方式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27615 学年论文 必修 第 5—6学期 2

小 计 2

学年论文要求学生结合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开展研究性学习，加强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探讨与研究，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掌握论文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以及论文写作的基本程序与规范。通过学年

论文，为进一步进行专业学习、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并为毕业论文（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

学年论文一般应从第 5学期开始进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寒假、暑假进行调研、撰写，第 7学期

开学后完成。学年论文计 2学分。

5、专业实习实践（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8学分实习实践）

为保证经济学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经历，学生必须在政府管理部门、经济管理和研究、

企事业单位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不少于 8周，不超过 25 周的专业实习。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27616 专业实习 第七学期 8 考查

小 计 8

专业实习一般安排在第四学年第七学期，实习过程要求有完整的实习记录，学生在实习后需完

成一份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

6、毕业论文（6学分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27617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必修 第 7—8学期 6

小 计 6

经济学专业学士的毕业论文一般在第 7学期初，安排学生进行选题，以便于学生有充裕的时间及

搜集资料、开展调研。毕业论文的开题在第 7学期完成，论文的研究、设计、撰写在第 7-8 学期进行，

答辩于每年 5月上旬结束。学生必须完成一篇不少于 8000 字的毕业论文。经过评审、答辩等环节合格

后方可毕业。

7、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模块

本专业需设置不少于 6学分的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模块。结合经济学专业特点，以大学生实践创

新训练、学术科技活动、学科竞赛、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等第二课堂为辅助进行

设计，开展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各种活动项目。其中实践创新训练、学术科技

活动、学科竞赛和资格认证等不少于 2学分，校园文化活动不少于 1学分，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

不少于 1学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各 1学分。学生一般应在前 3学年内修满。

以上所列专业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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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58 学分，任选 10 学分，共计 68 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46 学分（含必修 36 学分，任选 10 学

分），实践教学 22 学分（含专业实习 8学分、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6学分、学年论文 2学分、毕业论

文（设计）6学分等）。

十、副修专科、副修本科与副修学士学位

为适应学生个性差异和不同志趣，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原则，发挥学生个性特长，为学有余力的学

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学校实施多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保证修读主修专业的同时，可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以下修读层次：副修专科、副修本科、副修学士学位。

1、副修专科

应修读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学院平台课程和专业平台课程中规定的必修课，获得 35 学分的副修

课程学分，在取得主修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后，可发给副修专科专业毕业证书。

副修本专业专科的学生应当修读以下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统计学，共计 18

学分。

专业核心课程： 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流派、国际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共计 19 学分。

2、副修本科

应修读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学院平台课程和专业平台课程中规定的必修课，并修读一定数量的

选修课，获得不低于 67 学分的副修课程学分，其中必修课程不低于 50 学分，在取得主修专业本科毕

业证书后，可发给副修本科专业毕业证书。

副修本专业本科的学生应当修读以下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统计学、财政学、国际贸

易等，共计 24 学分。

专业核心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

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流派、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

共计 43 学分

3、副修学士学位

在修读完成以上本科专业课程学的基础上，学生完成一篇不少于 8000 字的毕业论文，经过评审、

答辩等环节，取得毕业论文 6学分，可授予副修经济学学士学位。

4、有关规定

主修专业与副修专业相同的课程，或者主修专业课程教学要求高于副修专业的，经学院认定，可

用主修专业课程代替副修专业课程，不必重复修读。

学生因多种原因终止副修后，副修期间所修读的副修专业课程学分可转为主修专业的任选课学分。

十一、课程简介

课程编码：2100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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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微积分（Calculu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6学时，总学时：108 学时

内容提要：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无穷

级数，多元函数微积分学，微分方程初步，差分方程初步。

教 材：《经济数学基础（第一分册微积分）》 龚德恩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参考书目：

《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一）微积分》 赵树源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8

课程中文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or Engineer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随机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的分布和数字特征，随机向量，抽样分布，统计估计，假

设检验。

教 材：《经济数学基础（第三分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龚德恩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参考书目：

《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赵树嫄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4

课程中文名称：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二次形。

教 材：《经济数学基础（第二分册线性代数）》 龚德恩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参考书目：

《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二）线性代数》 赵树嫄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2

课程中文名称：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的由来与发展、性质、任务和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研究

对象；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形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的积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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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流通过程；职能资本与平均利润；生息资本和利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地租；垄断资本主

义的形成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国际化和国际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教 材：《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吴树青 卫兴华等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魏 埙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政治经济学原理》 沈 滨 张志军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9

课程中文名称：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国民收入的核算，消费、储蓄和总支出函数，国民收入的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化，宏

观财政政策，货币的性质和供求，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宏观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和货币的均衡，

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均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

教 材：《西方经济学（下）》 高鸿业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下）》 陈岱松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5

课程中文名称：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微观经济学概论，供求理论，消费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

理论，福利经济理论。

教 材：《西方经济学（上）》 高鸿业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上）》 陈岱松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3

课程中文名称：管理学(Principle of Management)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学时

内容提要：包括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组织管理原理以及计划与控制过程，介绍组织结构形式、制

度规范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原则与方法，阐述考核与激励在实现组织目标的作用，还涉及领导与



11

组织的发展等内容。

教 材：《管理学原理》 许庆瑞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管理学原理》 刘松柏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3

课程中文名称：会计学(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会计概述，帐户及复式记账法，帐簿，会计凭证，会计循环及帐务处理程序，会计组

织机构。

教 材：《基础会计学》 娄尔行编 上海三联书店

参考书目：

《会计学原理》 徐文彬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06

课程中文名称：统计学(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统计的基本职能，统计调查及整理方法，综合指标，动态指标，统计指数，抽样调查

理论，简单相关及回归分析。

教 材：《统计学》 袁卫 庞皓 曾五一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统计学》 钱伯海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10

课程中文名称：金融学（Finance）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阐述货币和货币制度、信用、利息与利息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其体系、

商业银行与存款货币、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货币供求及其均衡、通货膨胀及其治理、货

币政策、金融与经济发展等内容。

教 材： 《金融学》 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

果教材——中国金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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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货币银行学》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货币银行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编码：21005611

课程中文名称：财政学（Finance ）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财政学》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财政学研究和阐述财政运行一般规律和基本理

论。学习财政学对于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

既可以使学生明确财政学科的研究对象、掌握财政的基本概念、了解财政的基本业务，还可以拓宽学

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从事经济工作的综合素质。本课程具有较强理论性和实践性特点。本课程的

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理解和掌握财政基本原理和基础，认识国家财政和公共财政的概

念、财政的职能；第二部分理解财政收支的基本运行原理，各项收支形式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第

三部分了解财政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管理体制、财政平衡及财政政策等。

教 材：《财政学》，陈共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七版

参考书目：

[1]《财政学》， 邓子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版

[2]《财政理论与实践》， 郭庆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版

课程编码：21005612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学时，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 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政策，关税措施，非关税壁垒措施，鼓励出口措施，WTO，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与直接

投资，服务贸易等。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教材：《国际贸易学》，王秋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 《国际贸易》，海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月，第一版；

[2] 《国际贸易教程》，高成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0月，第四版；

[3] 《国际贸易学》，尹忠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2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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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中级微观经济学（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介绍有关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作用的基本

知识。首先在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讨论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问题以及市场均衡和其福利经

济学含义，然后转向讨论不太理想但更为现实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最后将介绍一般均衡理论与

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先修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微观经济学

教材：《微观经济学》，罗伯特.S.平狄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参考书目：

[1]《微观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一版

[2]《微观经济学 18 讲》，平新乔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27604

课程中文名称：中级宏观经济学（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内容提要：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涉及宏观经济学核心问题增长和波动的主要理论，内容主要围绕

上述两个问题展开，总体框架分为四篇，前三篇足波动理论，第四篇是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宏观经济

学的产生与发展、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宏观经济指标的度量、国民收入

核算、价格指数等内容。

先修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宏观经济学

教材：《中级宏观经济学》，张延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参考书目：

《高级宏观经济学》，（美国）戴维罗默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1052619

课程编码：21027605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比较

优势和贸易收益；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超越比较优势；关税和配额理论；商业政策；国际贸易、劳

工和环境的标准，贸易和国际收支，汇率和外汇管理制度；一个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概论；国际金

融危机，北美经济一体化，欧洲联盟——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拉美贸易与政策改革；东亚出口导向型



14

经济增长；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世界经济地位。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教材：《国际经济学》李坤望，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参考书目：

[1]《国际经济学》，P.T. 埃尔斯沃思等， 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2]《国际经济学》，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课程编码：21027606

课程中文名称：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4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

内容提要：计量经济学课程以中级水平内容为主要内容，适当吸收初级和高级水平的内容；以经

典线性模型为主，适当介绍一些适用的非经典模型。内容主要介绍经典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理

论方法，适当介绍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理论方法，并引入了几类扩

展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先修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材：《计量经济学》，李子奈、潘文卿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参考书目：

《应用计量经济学》，拉姆.拉玛丹山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版

课程编码：21027607

课程中文名称：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的内容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与演变，以及发展的概念与度量方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贫困等问题；讨论资

本、人口、人力资源、技术进步和资源、环境等发展要素；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人口流 动与城市化；

对国际贸易和外资利用分析；对制度概念、制度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市场和政府在 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进行讨论。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材：《发展经济学》，谭崇台著， 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参考书目：

[1]《发展经济学》，郭熙保，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2]《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郭熙保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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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210276038

课程中文名称：经济学说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ie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经济学说史课程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邵分，也是大学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本课程

主要介绍理论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分析史”等，有关人类社会各个历史

时期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政策，不论是否已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也将列入本课程的教学之中。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教材：《经济学说史教程》，陈梦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参考书目:

《经济增长理论》，阿瑟刘易斯，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课程编码：21027609

课程中文名称：西方经济学流派（Western Economic Schools)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主要介绍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下各主要经济

学流派的理论、政策主张、研究方法和各流派间的联系与发展，(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思

潮下各主要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政策主张、研究方法和各流派间的联系与发展；(3)在上述两大经济思

潮之外，或者处于两大经济思潮之间，但倾向并不十分明显的其他相对独立的或非主流的重要的经济

学 流 派 的 理 论 、 政 策 主 张 、 研 究 方 法 以 及 它 们 与 其 他 流 派 之 间 的 联 系 与 区 别 。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教 材：《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蒋自强等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版，第三版

参考书目：

[1]《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方福前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2月版

[2]《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王志伟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9 月版

课程编码：21027610

课程中文名称：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产业经济学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经济学导论、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产业组织

理论的演变、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博弈与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的理论发展、产业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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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关联、产业布局、 产业政策、产业规制、产业安全、 产业管理、产业发展理论、 新兴产业

及其发展。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

教材：《产业经济学》，苏东水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参考书目：

[1]《产业经济学》，史忠良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年版

[2]《产业经济学》，邬义钧，胡立君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

课程编码：21027611

课程中文名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制度经济学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假设、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制

度与经济增长、制度与制度结构、制度的起源与功能、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的演化理论、财产与产权 、

科斯定理与马克思定理、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产权制度与经济组织行为、马克思产权理论研究、交易

成本理论、企业边界与经济组织规模、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意识形态理论、道德经济学、集体行动的

逻辑和国家理论。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材：《制度经济学》，洪名勇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年版

参考书目：

[1]《新制度经济学》，埃格特森编，吴经邦译，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2]《现代制度经济学》，盛洪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年版

课程编码：21027614

课程中文名称：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从信息不对称性、信息资源、信息市场、信息系统和信息产业六个方面阐述信息经济

学的有关内容和研究方法，全面阐述了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先修课程：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教材：《信息经济学》，陶长琪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参考书目：

[1]《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张维迎编， 格致出版社，2012 年版

[2]《信息经济学》，赖茂生，王芳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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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21027615

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必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区域经济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学的对象、任务及其发展历史背景、区域经

济发展中产业布局的依据、区域经济发展与规模经济、地域生产综合体、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经

济区划、区域特征分析、区域发展目标系统、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经济、区域

国土开发与国土规划。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材：《区域经济学》，郝寿义、安虎森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参考书目：

《区域经济理论》，陈秀山，张可云著， 商务印书馆，2003

课程编码：21027805

课程中文名称：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选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内容提要：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分支，致力于把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经济制度。它认

为，实际的社会经济目标是假设的，而不是由经济分析所决定的。福利经济学通常认为，最好的答案

是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而不是让某个人或某个厂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福利经

济学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要这一领域。在收入分配既定的条件下，只有竞

争性的边际成本定价才会使资源的分配使用达到最优状况。只有在所消费的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换

率与这两种商品在生产中的边际变换率相等时，才有可能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对生产进行最优调整。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 材：《福利经济学》，高启杰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版

参考书目：

[1]《福利经济学》，王桂胜主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版

[2]《福利经济学》，黄有光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版

[3]《福利经济学》，（英）庇古主编， 商务印书馆，2006 版

课程编码：21027806

课程中文名称：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 ）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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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服务、人民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卫生领域

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以揭示卫生领域内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形式和特点的学

科。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 材：《卫生经济学》，程晓明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版

参考书目：

[1]《卫生经济学》，黎东生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 版

[2]《卫生经济学》，吴明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2 版

课程编码：21027807

课程中文名称：人口经济学（Population Economics ）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人口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人口

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了人口经济运动及相应的人口经济关系，人口经济学的任务就

是揭示人口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主要是考察人口变动对经

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来说，人口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教 材：《人口经济学》，李仲生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版

参考书目：

[1]《人口经济学》，李通屏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版

[2]《人口经济学》，张纯元，李竞能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版

课程编码：21027808

课程中文名称：环境、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是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由环境科学与经济学科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

兴交叉学科，是以资源经济学为其分支学科的广义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均较强的边缘

经济科学。课程教学旨在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培养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能力，具有现

代可持续发展经济观，富有整体性、创造性思维的智能型经济学复合型人才。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教 材：《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马中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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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环境经济探索:机制与政策》，滕有正，刘钟龄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版

[2]《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张帆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版

课程编码：21027809

课程中文名称：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s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是经济学家在挑选的受试对象

参与下，按照一定的实际规则并给以一定的物质报酬，以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一种实验室

环境，不断改变实验参数，对得到的实验数据分析整理加工，用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

或者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 材：《实验经济学》，董志勇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版

参考书目：

[1]《实验经济学》，杜宁华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版

[2]《实验经济学》，金雪军，杨晓兰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版

[3]《实验经济学论文集》，（美）史密斯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版

课程编码：21027810

课程中文名称：经济形势与政策评价（Economic Situation and Policy Evaluation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1学时， 总学时：18 学时

内容提要：经济形势与政策评价综合运用当代经济学理论、政策科学理论和统计学与经济计量学

方法，建立经济政策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构造经济政策评价学科框架。介绍经济政策评价的理论

和经济政策评价的方法，并对一些经济政策进行实证评价。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 材：《经济政策评价》，袁国敏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版

参考书目：

[1]《宏观经济学》，曼昆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版

[2]《微观经济学（第 19 版）》，保罗•萨缪尔森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版

课程编码：21027810

课程中文名称：中国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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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思想史（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Thought in China）以探讨自先秦以来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部历史过程为主题的专门学科。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包括三大

历史阶段：即先秦，秦汉到鸦片战争前夕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教 材：《中国经济思想史》，赵晓雷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版

参考书目：

[1]《中国经济思想史》， 曾庆增主编， 商务印书馆，2010 版

[2]《中国经济思想史》，陈勇勤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 版

[3]《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叶世昌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版

课程编码：21027818

课程中文名称：中国近代经济史(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经济史介绍近代中国如何由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一步一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经济结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又如何一步一步地趋于崩溃；同时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怎样

成长壮大，后来取得全面胜利等。让学生了解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教 材：《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陈争平，龙登高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版

参考书目：

[1]《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滨下武志著 人民出版社，2008 版

[2]《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赵德馨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版

[3]《中国近代经济史》，刘克祥，吴太昌主编， 人民出版社，2010 版

课程编码：21027819

课程中文名称：外国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Foreign Countries)

课程类型： 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外国经济史，与中国经济史相对应的一门学科。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

的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共同的发展规律、各自的特点和形成这

些特点的主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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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教 材：《外国经济史》，赵晓雷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版

参考书目：

[1]《外国近现代经济史》，韩毅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版

[2]《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波梁斯基著， 三联书店，1963 版

课程编码：21027820

课程中文名称：经典著作选读(Selected Classical Readings in Economics )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经典著作选读旨在介绍自古典经济学产生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这一期间对西方经济学

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大师的传世之作。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经济学大师的理论精髓，领

略其鸿篇巨制中精辟的语言、严密的逻辑和深邃的思想。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教 材：《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宋利芳，杨瑞龙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版

参考书目：

《经济学科经典著作导读》，李殿富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版

课程编码：21027821

课程中文名称：《资本论》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On Capital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资本论》选读旨在向学生介绍《资本论》所表达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

急剧变化的新世纪中的一切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的基

础理论，也是实实在在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与时俱进地把握资本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是《资本论》

的精髓所在。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

教 材：《资本论》选读，王泽，李萍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版

参考书目：

[1]《资本论》选读，杨志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版

[2]《资本论》选读，刘炳瑛主编， 华夏出版社，2007 版

课程编码：2102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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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 )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

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

其研究重点为探讨城市重要经济活动的状况、彼此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

系等。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

教 材：《城市经济学》，柳建平，吉亚辉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版

参考书目：

[1]《城市经济学》，高洪深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版

[2]《城市经济学》，谢文惠，邓尾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版

[3]《城市经济学》，（美）奥沙利文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版

课程编码：21027816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贸易实务(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1 学时，总学时 54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18 学时）。

内容提要： 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国际贸易术语，国家贸易合同的标的，国际贸易商品成本核算与

价格确定，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商品的检验检疫，进出口货物的报关，国际货款的结

算，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贸易磋商和合同的签订，进出口合同的履行，国际贸易经营方式。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学 经济法

教材：《国际贸易实务》，王秋红，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国际贸易实务》，冷柏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月，第二版

[2]《国际贸易实务》，黎孝先，石玉川， 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月，第一版

[3]《国际贸易实务》，韩玉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一版

课程编码：21027814

课程中文名称：保险学(Insurance)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选修

周学时：2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

内容提要：保险学可以分为广义保险学和狭义保险学，前者是将商业保险、社会保险与政策保险

等一切采取保险方式来处理危险的社会化保险机制都包括在内，而后者即是商业保险学。本课程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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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为主，主要包括保险基础、保险类别、保险经营和保险监管四大部分。

先修课程：金融学、财政学。

教 材：《保险学》，魏华林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版

参考书目：

[1]《保险学》，（修订版），张洪涛、郑功成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

[2]《保险学》，刘波主编， 东北财大出版社，2012 版

[3]《保险学教程》，郝演苏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版

[4]《保险学》， 粟芳、许谨良编著 ，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月版

课程编码：21027813

课程中文名称：税收理论与实务(Tax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选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税收理论与实务》金融学专业必修课之一。该课程以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对税收制

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以及我国税制模式的发展与完善等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论述，在全面

系统地阐释各种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税种和主要征管制度进行了细致、详

尽的分析和介绍。本课程理论性、系统性和操作性强，。

先修课程：财政学、金融学

教 材：《税收理论与实务》，刘爱明等，21 世纪经济管理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版

参考书目：

[1]《中国税制》，马海涛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版

[2]《税法》，全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编， 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2013 版

课程编码：21027815

课程中文名称：金融工程学(Financial Engineering)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金融工程学是现代金融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西方，金融工程无论在金融理论和实践

中都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并成为投资者实施风险管理、保值甚或投机获利的重要手段。金融工程的思

想、技术和方法，不仅是金融专业人士的工作，随着公众投资领域的扩大，更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

方面，促进了全社会投资理念的更新和投资产品种的多样化。《金融工程学》本科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包

括金融工程工具和金融工程技术两大部分。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有金融工程产生的条件和背景，金融

工程基本工具（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的含义、定价方法和应用举例，金融工程技术在货币风险

管理、利率风险管理、股票与指数化金融产品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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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大学英语，金融学、投资学、国际金融学、财务学、统计学

教 材 《金融工程》，李飞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版

参考书目：

[1]《金融工程简明教程》，瞿卫东、于研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版

[2]《期货期权入门》, 约翰·C·赫尔著张陶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版

[3]《金融工程》，程工孟、吴文锋、朱云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版

[4]《金融工程》，郑振龙郑振龙，陈蓉 编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版

课程编码：21027812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任修

周学时：3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

内容提要：《国际金融》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覆盖经济开放条件下因货币兑换和汇

率决定而引致的一切“特殊的”金融问题，包括：外汇与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外汇衍生产品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国际资产组合投资市场、国际银行业、外汇风险管理、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短期

资产负债管理、跨国公司长期资产负债管理、国际收支概论、汇率制度选择、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

机、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

教 材：《国际金融》，陈雨露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版

参考书目：

[1]《国际金融》，姜波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版

[2]《国际金融》，钱荣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版

[3]《货币金融学》，[美]F.S.米什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