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审计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学术学位 

专业代码、名称、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拟招人数 

(无推免) 

020100 理论经济学 

经济学院 

01(全日制)政治经济学 

02(全日制)西方经济学 

03(全日制)世界经济 

04(全日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3 数学三 

(04)81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经济学综合(发展经济学、政治

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02)产业经济学 

12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1(全日制)国民经济学(经济学院) 

02(全日制)区域经济学(经济学院) 

03(全日制)产业经济学(经济学院) 

04(全日制)国际贸易学(经济学院) 

05(全日制)数量经济学(经济学院) 

06(全日制)财政学(经济学院) 

07(全日制)劳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院) 

08(全日制)经济统计(统计与数学学院)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3 数学三 

(04)81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经济学综合(发展经济学、政治

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02)产业经济学 

12 

020204 金融学 

金融学院 

01(全日制)金融理论与政策 

02(全日制)金融市场与投资 

03(全日制)金融风险管理 

04(全日制)金融审计与金融监管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3 数学三 

(04)81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金融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公司金融 

(02)金融工程 

5 

030100 法学 

法学院 

01(全日制)法学理论 

02(全日制)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全日制)诉讼法学 

04(全日制)经济法学 

05(全日制)审计法学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611 法理学 

(04)812 民法学与刑法学综合 

按二级学科复试，复试笔试科目： 

(01)西方法律思想史 

(02)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03)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 

(04)经济法学 

(05)审计法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中国法制史 

(02)国际经济法学 

6 



071400 统计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 

01(全日制)数理统计 

02(全日制)经济与金融统计 

03(全日制)风险管理与精算学 

04(全日制)应用统计与数据科学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3 数学三 

(04)81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复试笔试科目： 

(01)统计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统计学 

(02)计量经济学 

6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01(全日制)计算机智能审计 

02(全日制)大数据审计 

03(全日制)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04(全日制)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5(全日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1 数学一 

(04)814 数据结构 

复试笔试课程：  

(01)C 程序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 

(01)数据库系统  

(02)软件工程  

6 

120200 工商管理 

商学院 

01(全日制)企业管理 

02(全日制)技术经济及管理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3 数学三 

(04)81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管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市场营销 

(02)企业战略管理 

8 

120201 会计学 

会计学院 

01(全日制)会计理论与方法 

02(全日制)财务理论与方法 

03(全日制)资本市场与注册会计师审计 

04(全日制)政府会计研究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3 数学三 

(04)81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会计学审计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会计学基础 

(02)财务管理 

5 

1202Z1 审计学★ 

政府审计学院 

01(全日制)现代审计理论 

02(全日制)政府审计 

03(全日制)审计技术与大数据审计 

04(全日制)审计史与审计文化 

05(全日制)审计制度与审计法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03 数学三 

(04)811 西方经济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会计学审计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会计学基础 

(02)审计学原理 

7 

120400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01(全日制)行政管理 

02(全日制)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 

03(全日制)公共政策 

04(全日制)公共服务与绩效管理 

05(全日制)社会保障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612 政治学与行政学 

(04)815 公共管理 

复试笔试科目： 

(01)公共政策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管理学 

(02)社会学 

6 



二、专业学位 

专业代码、名称、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拟招人数 

(无推免) 

025100 金融硕士 

金融学院 

01(全日制)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02(全日制)公司金融 

03(全日制)金融风险管理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4 英语二 

(03)303 数学三 

(04)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笔试课程： 

(01)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01)公司金融 

(02)西方经济学 

30 

025200 应用统计硕士 

统计与数学学院 

01(全日制)经济统计  

02(全日制)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03(全日制)数据科学与商务智能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4 英语二 

(03)303 数学三 

(04)432 统计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统计学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01)概率论 

(02)数理统计 

10 

025400 国际商务硕士 

经济学院 

01(全日制)国际贸易运营与管理 

02(全日制)国际投融资与风险管理 

03(全日制)跨国经营与管理 

04(全日制)跨境电商运营与管理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4 英语二 

(03)303 数学三 

(04)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01)国际商务专业综合 

同等学历加试： 

(01)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2)西方经济学 

10 

025700 审计硕士 

政府审计学院 

01(全日制)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 

02(全日制) 信息系统审计 

03(全日制) 政策审计 

04(全日制) 大数据审计 

05(全日制) 内部审计(IAEP 项目)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1)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02)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课程： 

(01)思想政治理论 

(02)审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 

(01)经济学综合 

(02)会计学 

70（全日

制） 

20（非全日

制） 

025700 审计硕士 

工程管理与审计学院 

06(全日制)公共工程审计 

(01)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02)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课程： 

(01)思想政治理论 

(02)审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 

(01)项目管理 

(02)工程造价 

10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法学院 

01(全日制)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 

02(全日制)社会治理法治化 

03(全日制)市场经济法律规制 

04(全日制)国家审计法治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

学) 

(04)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复试笔试课程： 

(01)经济法与金融法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 

(01)法理学 

(02)行政法学 

5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法学院 

01(全日制)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 

02(全日制)社会治理法治化 

03(全日制)市场经济法律规制 

04(全日制)国家审计法治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1 英语一 

(03)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

学) 

(04)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复试科目： 

(01)经济法与金融法综合  

同等学力复试科目： 

(01)法理学 

(02)行政法学 

5 

085211 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01(全日制)计算机智能审计技术 

02(全日制)大数据审计技术 

03(全日制)模式识别与智能信息处理 

04(全日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05(全日制)数据挖掘技术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4 英语二 

(03)302 数学二 

(04)911 数据结构 

复试笔试课程：  

(01)C程序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 

(01)数据库系统  

(02)软件工程 

5 

085240 工程硕士(物流工程) 

商学院 

01(全日制)物流系统优化与决策  

02(全日制)电子商务物流 

03(全日制)绿色供应链 

(01)101 思想政治理论 

(02)204 英语二 

(03)303 数学三 

(04)912 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01)供应链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 

（01） (01)物流学概论 

(02)生产与运作管理 

5 

125300 会计硕士 

会计学院 

01(全日制)财务会计 

02(全日制)管理会计 

03(全日制)财务管理 

04(全日制)注册会计师审计 

05(全日制)政府会计 

00(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01)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02)204 英语二 

复试笔试课程： 

(01)思想政治理论 

(02)会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 

(01)管理会计 

(02)审计学 

55（全日

制） 

12（非全日

制） 

注：★为自主设置专业，拟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上级部门下达的招生计划及生源情况

进行调整。 

 

  



考试参考书目 

 

（一）学术学位 

020100理论经济学 

初试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复试参考书目: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发展经济学》(原书第 11版)，托达罗等著，聂巧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第 9版)，张彤玉、张桂文，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第 4版)，杨干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现代产业经济学》(第 2版)，刘志彪，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020200应用经济学 

初试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复试参考书目: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发展经济学》(原书第 11版)，托达罗等著，聂巧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第 9版)，张彤玉、张桂文，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 4版)，蒋自强、史晋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现代产业经济学》(第 2版)，刘志彪，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020204 金融学 

初试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复试参考书目: 

《金融学》(第 4版)，黄达、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投资学》(第 9版中文版)，滋维.博迪，机构工业出版社，2012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公司理财》(第 10版)，斯蒂芬 A.罗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公司金融》(第 3版)，朱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证券投资学》，张维，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030100法学 

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第 4版)，张文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法理学(第 1版)，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9月。 

《民法》(第 7版)，魏振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刑法学》(第 7版)，高铭暄、马克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复试参考书目： 

01 法学理论：西方法律思想史，谷春德、史彤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02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宪法学，《宪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第 6版)，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03 诉讼法学：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04 经济法学：经济法学(第 7版)，杨紫烜、徐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05 审计法学：审计法学，胡智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审计法学，刘旺洪，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中国法制史，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071400统计学 

初试参考书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 2版)，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复试参考书目： 

《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第 4版)，吴喜之，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统计学》(第 7版)，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计量经济学》，李子奈、潘文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初试参考书目： 

《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等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复试参考书目： 

《C语言大学实用教程》(第 4版)，苏小红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 1月第 4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软件工程——原理、方法与应用》(第 3版)，史济民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王珊、萨师煊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120200 工商管理 

初试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复试参考书目: 

《管理学》(第 13版)，罗宾斯(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市场营销学》(第 12版)，阿姆斯特朗、科特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战略管理》(第 19版)汤普森、斯特里克兰三世、甘布尔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企业战略管理》(修订版)，徐二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 

 

120201 会计学 

初试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复试参考书目: 

《审计学通论》，尹平、郑石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财务会计学》(第 9版)，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管理会计学》(第 7版)，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初级会计学》(第 8版)，朱小平、周华、秦玉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财务管理学》(第 7版)，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02Z1 审计学 

初试参考书目: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C0%C6%D5%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B9%CC%D8%C0%EF%BF%CB%C0%BC%C8%FD%CA%C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8%CA%B2%BC%B6%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复试参考书目 

参照会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审计学基础》(第 1版)，王会金、许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4年。 

《初级会计学》(第 7版)，朱小平、徐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0400 公共管理 

初试参考书目：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行政学原理》，金太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公共管理学》(第 2版)，李军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年。 

复试参考书目： 

《公共政策学基础》，严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重大公共政策分析》，金太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管理学》，陈传明、徐向艺、赵丽芬，人民出版社，2017年。 

《社会学概论》，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17年。 

 

（二）专业学位 

025100 金融硕士 

初试参考书目： 

金融学综合： 

《金融学》(第 4版)，黄达，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公司理财》(第 10版)，斯蒂芬 A.罗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复试参考书目： 

《投资学》(第 9版中文版)，滋维.博迪，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第 4版)，庄毓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同等学历加试参考书目： 

《公司金融》(第 3版)，朱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025200 应用统计硕士 

初试参考书目： 

《统计学》(第 7版)，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复试参考书目： 

《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第 4版)，吴喜之，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 3版)，龙永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025400 国际商务硕士 

初试参考书目：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国际商务》，赵春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国际经济学简明教程》(第 2版)，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复试参考书目： 

《国际商务》(第 9版)，查尔斯.希尔著，王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同等学历加试参考书目：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冷柏军、张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 8版)，尹伯成、刘江会，格致出版社，2018年。 

 

025700 审计硕士 

初试参考书目：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英语二：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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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学：《政府审计理论与实务》，尹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年；《审计》，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政府审计学院： 

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 6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第 13版)，蒋学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财务会计学》(第 8版)，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工程管理与审计学院： 

《工程项目管理》(第 4版)，成虎、陈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第 6版)，钱昆润等，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初试参考书目：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复试参考书目： 

经济法学(第 7版)，杨紫烜、徐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金融法学(第 2版) ，刘少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同等学历加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 (第 1版)，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9月。 

《法理学》(第 4版)，张文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 6版)，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初试参考书目：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复试参考书目： 

经济法学(第 7版)，杨紫烜、徐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金融法学(第 2版) ，刘少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同等学历加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 (第 1版)，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9月。 

《法理学》(第 4版)，张文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 6版)，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085211 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 

初试参考书目： 

《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复试参考书目： 

《C语言大学实用教程》(第 4版)，苏小红，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软件工程——原理、方法与应用》(第 3版)，史济民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王珊、萨师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f%bc%ca%d4%b4%f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f%bc%ca%d4%b4%f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f%bc%ca%d4%b4%f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f%bc%ca%d4%b4%f3


 

085240 工程硕士(物流工程) 

初试参考科目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 6 版)，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复试参考书目： 

《供应链管理》(第 4版)，马士华、林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物流学概论》(第 2版)，张书源、张文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生产运作管理》(第 5版)，陈荣秋、马士华，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125300 会计硕士 

初试参考书目：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英语二：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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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2018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公司理财：精要版》(原书第 10版)，(美)

罗斯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成本与管理会计》(第 15版)，亨格瑞 等著，王立彦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审计》(2018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f%bc%ca%d4%b4%f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