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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复试专业综合笔试复习大纲 

008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复试科目：系统工程 

复习大纲：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方法论相关内容，结构模型化技术，模型分析的常用方法，系统评价的理论、方法、

结构及步骤等系统工程在决策分析及战略研究中的运用。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 高等教育出版

社 

第四版 汪应洛 

 

120202 企业管理 

复试科目：企业管理学 

复习大纲： 

企业管理学： 

企业管理概述： 企业的概念、企业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企业组织机构设置与企业管理的基

础工作 

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战略管理概述、企业外部环境分析、企业资源和能力分析、企业战略选

择、企业战略的实施与控制 

企业生产管理： 生产过程组织、生产计划、现代生产管理模式、 质量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概念和目标、 企业资金筹措、流动管理、财务效果分析 

市场营销：市场与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调查、市场预测、市场营销策略 

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概述、经营决策、经营计划、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现代物流管理

和设备管理等。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企业管理学   《企业管理学》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07年 4月第 1

版 

张智利 潘

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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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Z2 物流管理 

复试科目：管理学 

复习大纲： 

管理学 

主要包括管理概述：管理的含义、作用、性质及应用范围；管理的主要思想及其演变；中国

古代的管理思想；管理的基本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计划：组织环境及其分析；计划的含义、作用、种类；现代计划方法；目标管理；计划工作

的程序。 

组织：组织的基本问题：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集权与分权、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直线

与职能；组织设计与常见组织形式；组织设计的原则；组织设计的权变理论；组织变革动力、

过程与影响因素。 

控制：控制目标与类型；制定控制目标；控制的手段和控制的方法。 

激励：激励的基本概念：需要、动机、行为、激励；激励理论：层次需要理论、双因素理论、

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 

领导：领导与领导者、领导者权利的构成、领导者的素质；人性假设理论；领导方式、决策、

用人、领导效率。 

协调：团体的类型及作用、非正式团体的优缺点、冲突及冲突的解决；沟通、人际关系。 

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含义、企业文化的结构；文化力的内涵、特征及功能；企业文化建设。 

比较管理：美国的管理、德国的管理；日本的管理、亚洲的管理；中国的管理。 

管理知识应用：本部分主要考核考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考察考生

掌握管理实践热点问题及管理研究动态情况。管理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既包括上述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也包括其它相关背景知识。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管理学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

社 

均可 徐国华 

 

1202Z1 国际商贸管理 

复试科目：跨国公司管理 

复习大纲： 

跨国公司管理  

主要包括跨国公司的理论基础；跨国公司不同层面的管理，包括市场进入、战略、组织、生

产、技术、财务、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等；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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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运用方面，主要考核考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考生管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包括：跨国公司发展及其主要类型和跨国公司的经

营特征；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和含义，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条件和其与跨国公司发展的关

系；跨国公司经营环境的构成，经营环境对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重要意义，跨国公司国际市

场进入的决定因素；跨国公司战略管理的要点和国际战略联盟的特征，跨国公司战略管理的

实施过程，跨国公司的生产战略和采购模式，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协调，跨国公司营销范围

与任务；国际市场细分的标准和定位，掌握营销组合策略；技术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跨国公

司的研发管理，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的应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和技术保护管理；一般人

力资源管理的工作内容，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策略；

文化差异对跨文化沟通的影响，跨文化冲突在跨国公司中的表现，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策

略；了解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今后中国

企业跨国经营的方向和策略。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跨国公司管

理 

跨国公司管理 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 版 蒋瑛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复试科目：管理学 

复习大纲： 

管理学 

主要包括管理概述：管理的含义、作用、性质及应用范围；管理的主要思想及其演变；中国

古代的管理思想；管理的基本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计划：组织环境及其分析；计划的含义、作用、种类；现代计划方法；目标管理；计划工作

的程序。 

组织：组织的基本问题：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集权与分权、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直线

与职能；组织设计与常见组织形式；组织设计的原则；组织设计的权变理论；组织变革动力、

过程与影响因素。 

控制：控制目标与类型；制定控制目标；控制的手段和控制的方法。 

激励：激励的基本概念：需要、动机、行为、激励；激励理论：层次需要理论、双因素理论、

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 

领导：领导与领导者、领导者权利的构成、领导者的素质；人性假设理论；领导方式、决策、

用人、领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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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团体的类型及作用、非正式团体的优缺点、冲突及冲突的解决；沟通、人际关系。 

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含义、企业文化的结构；文化力的内涵、特征及功能；企业文化建设。 

比较管理：美国的管理、德国的管理；日本的管理、亚洲的管理；中国的管理。 

管理知识应用：本部分主要考核考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考察考生

掌握管理实践热点问题及管理研究动态情况。管理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既包括上述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也包括其它相关背景知识。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管理学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

社 

均可 徐国华 

 

120201 会计学 

复试科目：中级财务会计 

复习大纲： 

中级财务会计 

第一章 总论 

了解财务会计概念及其特点，掌握会计确认基础与计量属性，了解财务报告要素构成内容。 

第二章 货币资金 

了解货币资金包括的内容和货币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掌握其他货币资金内容及会计处理方

法。  

第三章 存货 

了解存货的概念、分类，掌握存货取得、发出计价方法，掌握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

掌握原材料收发的会计处理方法，了解存货的期末计量方法。 

第四章 金融资产 

了解金融资产的分类及构成,掌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

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五章 长期股权投资 

掌握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方法，掌握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会计处理方法；了

解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六章 固定资产 

了解固定资产的特征、分类、计价基础和入账价值，掌握固定资产确认与初始计量的会计处

理方法；掌握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掌握固定资产处置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七章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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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无形资产的概念、特征、内容、分类，掌握无形资产的初始和后续计量方法以及取得、

摊销、处置等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八章 投资性房地产 

了解投资性房地产的概念和内容，了解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计量方式。 

第九章 资产减值 

了解资产减值的含义，掌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理论依据及计算方法，了解各类资产减值损失

的确认与计量。 

第十章 负债 

了解负债的定义、特征及分类，了解流动负债会计处理方法，掌握应付债券的会计处理方法，

了解其他负债的核算内容。 

第十一章 所有者权益 

了解企业组织形式与所有者权益构成的关系，掌握所有者权益的内容，掌握实收资本、资本

公积和留存收益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十二章 费用 

了解费用的概念和确认条件和费用的分类，掌握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十三章 收入和利润 

了解收入的确认条件，掌握收入的会计处理方法，了解利润的构成以及利润分配的内容，了

解所得税费用的确认方法，掌握利润总额形成和利润分配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十四章 财务报告 

了解财务报告的内容以及财务报表构成，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的内容、格式，了解附注的概念和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中级财务会

计 

中级财务会计 （精

编版）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12年 4月第 2

版 

刘永泽，陈

立军 

 

1201J2 食品安全工程 

复试科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复习大纲：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描述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危害识别、危害特性、暴露评估、风险描述等基本性概念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应用与决策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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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动态和趋势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国农业大学

出版社 

2010-07 出版 石阶平 

 

125600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政治论文  

复习大纲：政治理论要求：政治理论采用书面形式论文考核，考生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内容，结合个人工作实践，

撰写一篇论文，字数不少于 2000字。复试当天提交。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将委托专业教师集中对考生论文进行评审，政治理论考核成绩

不计入复试成绩和总成绩，政治理论考核成绩满分为 100分，合格分数为 60分。评审老师

实行一票否决制，凡政治理论成绩不合格的考生，取消本次录取资格。 

参考书目：略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政治论文  

复习大纲：政治理论要求：政治理论采用书面形式论文考核，考生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内容，结合个人工作实践，

撰写一篇论文，字数不少于 2000字。复试当天提交。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将委托专业教师集中对考生论文进行评审，政治理论考核成绩

不计入复试成绩和总成绩，政治理论考核成绩满分为 100分，合格分数为 60分。评审老师

实行一票否决制，凡政治理论成绩不合格的考生，取消本次录取资格。 

参考书目：略 

 

125300 会计学（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政治论文、会计综合（含会计学、财务管理） 

复习大纲： 

政治论文复习大纲：政治理论采用书面形式论文考核，考生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内容，结合个人工作实践，撰写

一篇论文，字数不少于 2000字。复试当天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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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将委托专业教师集中对考生论文进行评审，政治理论考核成绩

不计入复试成绩和总成绩，政治理论考核成绩满分为 100分，合格分数为 60分。评审老师

实行一票否决制，凡政治理论成绩不合格的考生，取消本次录取资格。 

会计综合复习大纲：包括会计学与财务管理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 会计学 

一、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 

二、会计循环流程、会计核算基础； 

三、货币资金核算、应收款项核算； 

四、工业企业存货核算、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存货跌价准备； 

五、金融工具及其业务分类、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六、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初始计量、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减值和处置； 

七、 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固定资产处置； 

八、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处置； 

九、负债分类、流动负债核算、非流动负债的核算； 

十、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核算； 

十一、收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所得税费用、利润的核算； 

十二、财务会计报告组成、列报要求、财务报表编制方法； 

十三、 财务报表分析方法、偿债能力分析、 管理效率分析、 盈利能力分析、综合分析。 

第二部分 财务管理 

一、财务管理的概念、财务管理的对象、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管理的环境； 

二、货币时间价值计算、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风险管理程序； 

三、长期财务计划、财务预测、增长率与资金需求； 

四、企业筹资分类、筹资的渠道与方式、筹资原则，权益资金的筹集、负债资金的筹集； 

五、资本成本、杠杆原理、资本结构； 

六、项目投资特点与分类、现金流量分析、决策评价指标与应用； 

七、证券投资特点与分类、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衍生金融资产投资； 

八、营运资金管理策略、流动资产管理、流动负债管理； 

九、利润分配程序、现金股利分配政策、股票股利、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 

参考书目： 

《会计学》（第七版）徐经长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4 

《财务管理》高建来主编，科学出版社，2012.08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0%EC%BE%AD%B3%A4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