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专业 学习方式 指导教师 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学院联系方式 导师电子邮箱

刘华军 待定 huajun99382@163.com

陈明华 待定 minghua_chen@163.com

曲衍波 待定 yanboqu2009@126.com

杨骞 待定 yangqian4787@sina.com

张红凤 待定 hfzhang2006@126.com

陈保启 待定 chbaoqi@126.com

谢申祥 待定 xsx786@163.com

李  森 待定 shancailisen@126.com

马恩涛 待定 Sdmet@sdufe.edu.cn

郭  磊 待定 guolei@sdufe.edu.cn

申  亮 待定 Shenliang74@126.com

彭红枫 待定 fhpeng@whu.edu.cn

葛永波 待定 yongboge@163.com

沈丽 待定 scshenli@126.com

张晶 待定 zhjyzhr@163.com

张雪莹 待定 shufezxy@163.com

黄方亮 待定 flhuang@sdufe.edu.cn

赵忠秀 待定 zhxzhao@sdufe.edu.cn

方慧 待定 15866603579@163.com

王庭东 待定 tingdongw@126.com

袁其刚 待定 yuanqigang107@foxmail.com

山东财经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001经济学院

002财政税务学院

003金融学院

005国际经贸学院

020201国民经济学

020205产业经济学

020203财政学

020204金融学

020206国际贸易学

全日制

全日制

全日制

全日制

全日制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4金融学综合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5国际贸易综合

联系人： 刘老师

电话：0531-88583187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531-82617883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531-82917367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31-82917211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1国民经济学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2产业经济学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3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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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峰 待定 gaojingfengsdu@163.com

王明益 待定 wangmingyi2005@sina.com

张新 待定 zhangxin@sdufe.edu.cn

刘培德 待定 liupd1966@126.com

殷克东 待定 yinkedong@126.com

关洪军 待定 jjxyghj@126.com

张云峰 待定 yfzhang@sdufe.edu.cn

王玉燕 待定 wangyuyan1224@126.com

蹇木伟 待定 jianmuweihk@163.com

刘兴华 待定 xhLiu58@126.com

韩慧健 待定 944915627@qq.com

苏昕 待定 lgj_sx@126.com

陶虎 待定 taohu@sdufe.edu.cn

刘军 待定 Lj2000-sh@163.com

杨明海 待定 yangminghai@sina.com

梁阜 待定 liangfu@263.net

熊爱华 待定 xiongscxah10@sina.com

綦好东 待定 qihaodong112@163.com

王爱国 待定 yanzishan6622@163.com

杨明增 待定 mingzengy@126.com

陈艳 待定 chenyan0316@126.com

张志红 待定 jqbai@126.com

王守海 待定 cpatennisiou@sina.com

武辉 待定 wuhui313198@163.com

朱炜 待定 cfo@vip.sina.com

陈晓兰 待定 cxl1964@126.com

于文广 待定 yuwg@sdufe.edu.cn

005国际经贸学院

006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院

007工商管理学院

008会计学院

013数学与数量经

济学院

020206国际贸易学

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02企业管理

120201会计学

0714统计学

（授经济学学位）
全日制

全日制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5国际贸易综合

全日制

全日制

全日制

①1001英语
②2002管理学
③3006管理科学与工程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运筹学各
占50%）

①1001英语

②2003中级微观经济学
③3007企业管理综合（包括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

①1001英语

②2003中级微观经济学
③3008会计与财务管理学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9统计学综合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31-82917211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31-88525938
88525845

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0531-88583170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0531-81793517

联系人：胡老师
电话：0531-8261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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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金方 待定 tianjinfang@126.com

林春艳 待定 l.chy@163.com

                                                           参考书目
 
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第九版），N·格里高利·曼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九版），哈尔·R·范里安，格
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计量经济学》（第四版），庞皓主编，科学出版社。（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分值比例为45%、45%、10%。）
3001国民经济学：无指定参考书目。
3002产业经济学：无指定参考书目。
3003财政学：《财政学》（第九版），陈共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公共经济学》（第三版），高培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004金融学综合：《金融学》（第四版）[货币银行学（第六版）] ，黄达、张杰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投资学》，滋维·博迪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
（中译本，原书第十版）；《货币金融学》（第十一版），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005国际贸易综合：《经济学（上下册）》（第四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国际经济学》，小艾尔佛雷德·J·菲尔
德，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2002管理学：《管理学》(第11版)，斯蒂芬·P·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库尔特（Mary Coulter）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006管理科学与工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基础、应用与方法》，毛基业、郭迅华、朱岩，陈国青 (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管理运筹学》（第4版），韩伯
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2003中级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哈尔·R·范里安，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3007企业管理综合：《战略管理》，王方华、吕巍，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王建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08会计与财务管理学：《财务会计理论》，斯科特著，陈汉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公司财务理论》，麦金森著，刘明辉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3009统计学综合：《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第四版），吴喜之，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

014统计学院 0714统计学 全日制

①1001英语
②2001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③3009统计学综合 联系人：赵老师

电话：0531-8852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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