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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二级学科（120201）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

专门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人才培养目标愿景：立

足中部崛起、拓展国际视野、培育卓越人才。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德修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2.掌握本学科领域内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代

实验方法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与科

学研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

机应用能力。

4.坚持体育锻炼，增进社会交往，确保身心健康。

二、二级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会计学专业在依托我校职业教育研究背景，突破性开展会计管理、会计职业

教育、会计国际化教育等会计职业教育问题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我校创新创业开

展和产教融合的深化，都为本专业发展和为地方经济建设建言献策提供较良平

台，2011 年获得了省级品牌专业称号，2014 年国际会计被列为省级综合改革项

目。经过整合和研究方向凝练，已逐步形成了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创新创业成

本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方向。

学科门类：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12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202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会计学 Accounting 120201

学位授予类型：管理学

（二）研究方向

1.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本方向主要研究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财务会计的新领域以及会



2

计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以丰富和发展会计理论，指导和改进会计实务。财务会

计基本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会计环境、会计假设、会计目标、会计原则、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等以及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会计要素的确认、

计量、记录和报告；财务会计的新领域包括绿色会计、生态会计、危机会计、环

境会计的研究。

2.创新创业成本控制与风险管理

本研究方向包括创新创业企业成本会计理论与实务、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财务管理、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和税

法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新领域、新动向，以丰富和发展成本管理会计理论，

加强创新创业企业的财务成本管理，改进其财务和经营决策。财务管理理论包括

财务估价理论、投资理论、筹资理论、股利分配理论、宏观财务理论、财务战略

管理、预算管理、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等；成本管理会计理论包括成本核算、分析

与控制、经营预测与决策、全面预算案和责任会计以及作业成本会计、质量成本

会计方面的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3-5 年。原则上，课程学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

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

时间的前 6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 年，按肄业处

理。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办法。硕士研究生既

要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掌握本专业领域研究前沿，具有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的能力。要求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社会实践以及参加有关资格证

书的考试。

研究生全部培养过程，主要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聘请企事业单位、

金融机构及行政部门等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

人员联合指导。

指导教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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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研究生的联系，教学相长。

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具体培养方法可以灵活多样，不断总结和创造新的经

验。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大类。硕士研究生总学分应为

42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 37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课程学习中学位课程为 25

学分，非学位课程为 12学分（每学分以 16学时为标准安排教学）。学位课包括

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三类；非学位课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

育课、补修课。

1．学位课程（共 25学分）

（1）公共课（共 4门，11学分）

学位公共课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课程。

①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共 2门 3学分，依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设置，由历史文化学院负责

开设该课程，鼓励以专题形式开展模块化教学，注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合作精

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的培养，注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具体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36学时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18学时

②第一外国语课程

共 2门 8学分。学校开设的第一外国语为英语，教学内容包括口语、阅读、

写作等，侧重培养研究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

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英语》，6学分，96学时《专业英语》，2学分，32学时

（2）专业基础课（共 3门，至少选修 4学分）

学科平台课按一级学科开设，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

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本课程。本专业应开设 3门在一级学科内具有共同理论基

础或研究方法的课程。

（3）专业核心课（共 6门，至少选修 10学分）

专业核心课是指本专业领域内具有本专业特色的，有利于学生拓展学科知识

面的基本课程，应按二级学科的培养要求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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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学位课程（共 12学分）

非学位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其中专业方向课 5

门（至少选修 8学分），素质教育课 4门（至少选修 4学分），补修课 2门（不

计学分）。专业方向课是为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相应

能力培养而设置的方向性课程。素质教育课是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而开设的选修

课程。补修课为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补修本学科的专业课程。

会计学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选) 18 1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必修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10A005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
基础

课

S10B001 管理学前沿 32 2 1 至少

选修

4 学分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S10B002 西方经济学 32 2 1 考试

S10B003 计量经济学 32 2 2 考查

专业
核心
课

S10C001 财务会计准则与制度研究 32 2 1 理工科

类至少
选修 6
学分，

人文社
科管理
类至少

选修

10学分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S10C002 公司理财 32 2 2 考试

S10C003 管理会计研究 32 2 2 考试

S10C004 *会计研究方法 32 2 2 考查

S10C005 *当代财务报告决策 32 2 3 考试

S10C006 税收法规与纳税筹划 32 2 3 考试

非

学

位

课

财务
会计

理论
与实
务方

向

S10D001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2 2 3 至少

选修

8 学分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S10D002 会计前沿专题 32 2 3 考查

S10D003 成本管理研究 32 2 3 考试

S10D004 审计专题 32 2 3 考查

S10D005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 32 2 3 考查

S10D008 会计系统设计与财务共享 32 2 3 考查

创新
创业

成本
控制

S10D001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2 2 3 至少

选修

8 学分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S10D002 会计前沿专题 32 2 3 考查

S10D003 成本管理研究 32 2 3 考试

S10D006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32 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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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风

险管
理方
向

S10D007 企业价值评估 32 2 3 考查

S10D009 大数据税务风险管理 32 2 3 考查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2
至少

选修

4 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 32 2 2 考查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考查 艺设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考查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10F001 中级财务会计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进校后 1.5 年内，跟随

本科生学习或自学，由

本学院自主考核成绩，

并向研究生部备案。

S10F002 财务管理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经济管理学院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创新创业课程） 2 4-5 必修

总学分 42

*《当代财务报告决策》和《会计研究方法》应该结合创新创业企业的特色，为企业决

策做好准备。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

课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

分制评定，70分为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60分为合格；必修

环节等宜用考查的方式进行，成绩按“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四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5学分）

1.学术活动（1学分）

“学术活动”是拓宽研究生视野，促进研究生关注和了解学科前沿进展的重

要环节。各专业应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实际，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的学术

讲座次数（一般不少于 6次），规定研究生作学术报告的次数（至少 1次）。学

校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跨学科学术交流和国内外访学活动。

2.开题报告（1学分）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之前

应阅读至少 40 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行总

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

案、时间安排等作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

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

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导师担任。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

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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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1学分）

对开题论文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检查：

(1)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论文计划进度进行，如存在与开

题报告内容不相符的部分，说明其原因

(2)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阶段性成果

(3)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拟采用的解决方案

(4)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研究内容

(5)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及拟发表论文内容和计划

(6)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

4.实践活动（2学分）

研究生在校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必须参加完成科研实践、教学实践、社会实践

（含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全文收录 1篇。

未完成者，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九、学位论文

1.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

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

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

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各培养单位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的

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过程环节，组织好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2.硕士学位论文应为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

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做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

词、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

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

硕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

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

价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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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

数一般不得少于 4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

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

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

5.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学院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十、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必读书目期刊

1. 编委会.最新财务会计准则与审计工作技巧及财务管理制度实务全书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 汪祥耀.后危机时代全球会计变革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研究[M].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

3. 颉茂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设计：理论、实务、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1.

4. 企业会计准则编审委员会.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含企业会计准则及会

计科目）[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7.

5.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教材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最新政策解读（2014）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6. 李定清.会计基本理论研究[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7. 屈志凤.会计制度设计[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先治，池国华.公司理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 罗斯.公司理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10.财政部.小企业会计准则[M].上海：立信出版社，2012.

11.常勋.国际会计（第 9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12.郝振平.国际会计（第 4版）[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2.

13.贾永海.财务会计—含企业会计准则与小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4.

14.吴溪.会计研究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5.宋京津.国际会计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16.汪昌云.投资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7.杰克 C.弗朗西斯等.投资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54612.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097512.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097512.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E1%BC%C6%C8%CB%D4%B1%BC%CC%D0%F8%BD%CC%D3%FD%C5%E0%D1%B5%BD%CC%B2%C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59559.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6%A8%C7%E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F7%C4%CF%BD%BB%CD%A8%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www.360buy.com/writer/张先治_1.html
http://www.360buy.com/writer/池国华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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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雪峰.金融投资学与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13.

19.万寿义.成本管理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0.张鹏飞.税法与纳税筹划[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21.滋维·博迪等.投资学（第 10 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22.弗雷德里克·D.S.乔伊.国际会计学（第 7版）[M].大连：东北财经出版

社，2011.

23.刘淑莲等.公司理财（第 4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24.威廉·夏普等.投资学（第 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5.斯蒂芬 A·罗斯等.公司理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26.刘淑莲.公司理财（第四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27.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8.王松年，方慧.国际会计前沿[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9.克里斯托弗.诺比斯 罗伯特.帕克.比较国际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0.

30.拉德鲍.国际会计与跨国企业[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1.王华.财务会计研究前沿[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2.葛家澍.现代西方会计理论(第 3版) [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33.赵景文，杜兴强.经验会计与财务研究基础[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34.胡玉明.管理会计（第 2版）[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35.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36.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37.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38.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经济法[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39.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2017.

40.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http://www.360buy.com/writer/弗雷德里克·D.S.乔伊_1.html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赵景文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杜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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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文期刊：会计研究

42.中文期刊：审计研究

43.中文期刊：审计与经济研究

44.英文期刊：Accounting Review

45.英文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6.英文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https://www.baidu.com/s?wd=%E5%AE%A1%E8%AE%A1%E4%B8%8E%E7%BB%8F%E6%B5%8E%E7%A0%94%E7%A9%B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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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二级学科（120202）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人才培养目

标愿景：立足中部崛起、拓展国际视野、培育卓越人才。

要求硕士研究生应达到：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

品德修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2.掌握本学科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

方法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

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

机应用能力。

4.坚持体育锻炼，增进社会交往，确保身心健康。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企业管理方向源于 1986 年设立的企业管理

专业（专科），当年招生 47 人，至今已培养学生 2000 多名，2012 年开始面向

全国招收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企业管理学科已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团

队，围绕江西创新型企业发展实践，已逐步形成企业管理的研究方向：创新型企

业发展与战略管理、企业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等 4个方向。

本专业主要从企业组织管理、企业营销管理、企业财务管理、企业战略管理

等工商企业管理的主要职能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的教学和训练

来体现我校工商管理的学科发展特色，使学生成为能适应现代科技发展需求，具

备分析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等方面数据能力的复合型专业

管理人才。

学科门类：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12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工商管理 Scienc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202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企业管理 Corporate Management 1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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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向

1.创新型企业发展与战略管理

本方向主要研究区域产业布局与创新型企业发展、职业教育与企业文化、企

业社会责任（比如企业生态环境、企业伦理管理问题）、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发

展、企业战略管理、价值链与管理创新、企业文化管理、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等。

2.企业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本方向主要研究企业组织设计与组织变革、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工

作分析与设计、招聘与甄选、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设计与管理、劳动关

系管理）、企业激励理论、跨国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远程管理（比如远程办

公、虚拟团队 HR 问题）等内容。

3.企业财务管理

本方向主要研究企业融资理论与实务（比如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问题）、公司

治理与股权管理、企业投资分析与决策、企业风险管理、企业成本管理、网络财

务管理、企业兼并与重组等。

4.企业经营与营销管理

本方向主要研究侧重为企业商业模式、品牌理论、市场调查与研究、绿色

营销、网络营销、企业信息管理、大数据营销、服务管理等。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企业管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基本为 3年，实行弹性学制，成绩

特别优秀者可提前至 2.5 年毕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5年，未按

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按肄业处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以课程学

习、科学研究、实践实训各占三分之一，课程学习必须在前三个学期内完成。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办法。硕士研究生既

要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掌握本专业领域研究前沿，具有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的能力。要求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社会实践以及参加有关资格证

书的考试。

研究生全部培养过程，主要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聘请具有管理实

践经验的导师与企业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管理人

员联合指导。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D%91%E7%BB%9C%E8%B4%A2%E5%8A%A1%E7%AE%A1%E7%90%86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D%91%E7%BB%9C%E8%B4%A2%E5%8A%A1%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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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

的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研究生的联系，教学相长。

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具体培养方法可以灵活多样，不断总结和创造新的经

验。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大类。硕士研究生总学分应为

42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 37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课程学习中学位课程为 25

学分，非学位课程为 12学分（每学分以 16学时为标准安排教学）。学位课包括

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三类；非学位课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

育课、补修课。

1．学位课程（共 25学分）

（1）公共课（共 4门，11学分）

学位公共课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课程。

①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共 2门 3学分，依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设置，由历史文化学院负责

开设该课程，鼓励以专题形式开展模块化教学，注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合作精

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的培养，注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具体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36学时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18学时

②第一外国语课程

共 2门 8学分。学校开设的第一外国语为英语，教学内容包括口语、阅读、

写作等，侧重培养研究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

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英语》，6学分，96学时

《专业英语》，2学分，32学时

（2）专业基础课（共 3门，至少选修 4学分）

学科平台课按一级学科开设，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

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本课程。本专业应开设 3门在一级学科内具有共同理论基

础或研究方法的课程。

（3）专业核心课（共 7门，至少选修 1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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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是指本专业领域内具有本专业特色的，有利于学生拓展学科知识

面的基本课程，应按二级学科的培养要求开设。

2．非学位课程（共 12 学分）

非学位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其中专业方向课 5

门（至少选修 8学分），素质教育课 4门（至少选修 4 学分），补修课 2门（不

计学分）。专业方向课是为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相应

能力培养而设置的方向性课程。素质教育课是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而开设的选修

课程。补修课为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补修本学科的专业课程。

企业管理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选) 18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10A005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
基础
课

S10B001 管理学前沿 32 2 1 至少

选修

4 学分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S10B002 西方经济学 32 2 1

S10B004 当代中国经济理论问题研究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09C001 企业战略管理 32 2 2
理工科
类至少
选修 6学

分，人文
社科管
理类至

少选修
10学分

考试
旅游管理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

S09C002 管理统计学 32 2 2

S09C003 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发展 32 2 2

S09C004 技术经济学 32 2 2

S09C005 企业管理咨询 32 2 2

S09C006 信息经济与电子商务 32 2 2

S09COO7 管理研究方法论 32 2 2

非

学

位

课

创新

型企

业发

展与

战略

管理

S09D001 中小企业创新与创业管理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学院

S09D002 企业竞争能力与战略管理 32 2 3

S09D003 企业文化管理 32 2 3

S09D004 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发展 32 2 3

S09D005
产业布局与创新型企业发展

32 2 3

企业

组织

与人

力资

S09D006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32 2 3

S09D007 组织行为管理 32 2 3

S09D008 企业绩效管理 32 2 3

S09D009 企业薪酬管理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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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

理 S09D010

企业激励理论

32 2 3

企业

财务

管理

S09D011 高级企业财务管理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学院

S09D012 金融市场学 32 2 3

S09D013 中级财务会计 32 2 3

S09D014 企业治理与企业重组 32 2 3

S09D015 企业风险管理 32 2 3

企业

经营

与营

销管

理

S09D016 现代营销管理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学院

S09D017 市场调查与研究 32 2 3

S09D018 企业品牌理论 32 2 3

S09D019 消费者行为与客户关系管理 32 2 3

S09D020 大数据与网络营销 32 2 3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3
至少

选修

4 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3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3 艺设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3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09F001 企业管理概论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考查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S09F002 生产与运作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 （创新创业课程） 2 4-5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

课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

分制评定，70 分为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60 分为合格；必修

环节等宜用考查的方式进行，成绩按“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四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5学分）

必修环节主要包括学术活动、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实践活动等。

（1）学术活动（1学分）

“学术活动”是拓宽研究生视野，促进研究生关注和了解学科前沿进展的重

要环节。各专业应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实际，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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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次数（一般不少于 6次），规定研究生作学术报告的次数（至少 1次）。鼓

励研究生积极参加跨学科学术交流和国内外访学活动。

（2）开题报告（1学分）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之前

应阅读至少 40 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行总

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

案、时间安排等作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

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

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导师担任。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

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1 学分)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2学分）

为使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须结合专业学习、论

文写作积极参与专业实习（含教育类专业的教育实习）、社会实践，并撰写实习

（实践）报告。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第 4或第 5学期进行，实习时间不能少于

一个月。专业实践的认定材料必须包括实习单位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报告两部分。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

以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

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一般不少于 4万字。

1.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

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

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

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各培养单位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的

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过程环节，组织好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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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硕士学位论文应为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

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做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

词、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

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

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

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

价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

数一般不得少于 4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

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全文收录 1篇（若论文中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

得申请论文答辩。

5.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

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

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学院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十、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必读书目期刊

1. 尤建新 邵鲁宁.企业管理概论（第五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M].

2015 年版.

2. 张德.组织行为学（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M]. 2016 年版.

3. 吴健安.市场营销学（第五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 2013年版.

4. 周三多.管理学（第五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M]. 2017 年版.

5. 吴德庆,王保林.管理经济学（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M]. 2014年版.

6. 熊伟.运筹学（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M].2014 年版

7. 陈康幼.投资经济学（第二版）. 北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M].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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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赣昌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第五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9. 高鸿业主编.微观经济学（第六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

2014 年版.

10.王丹、张超、王佳编.现代企业管理教程（第三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M].2016 年版.

11. 【美】戴维·莱文 【美】蒂莫西·克雷比尔 著.商务统计学（第 7版）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12. 周三多等编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 陕西：西北工业大学出

版社[M]. 2015 年版.

13. 何海燕著. 现代管理学：理论与方法.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M].2007 年版.

14. 张英奎、孙军编.现代管理学（第 2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2013

年版.

15. 陈志军,张雷.企业战略管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6年版.

16.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第七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17. 蓝海林.企业战略管理（第二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18. 胡蓓、王通讯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二版）.湖北：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M].2010 年版.

19. 中国企业国际化管理课题组.企业人力资源国际化管理系统. 北京：中

国财经出版社[M].2002 年版.

20. 景奉杰、曾伏娥主编.市场营销调研.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M].2010

年版.

21. 方博亮.管理经济学-原理与应用（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M].2016 年版

22. 陈传明、周小虎.管理学原理（第二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M].2012

年版.



18

23. 唐德才、钱敏.营销创新——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营销. 江苏：东南

大学出版社[M].2002 年版.

24.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M].2016 年版.

25. 兹维.博迪、亚历克伦.J.马科斯著.马勇译.投资学.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M].2009 年版.

26. 孙海法．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第二版）. 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M].2010 年版.

27. 徐波. 管理学—案例、题库、课件（第二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M].2008 年版.

28. 李金林,赵中秋,马宝龙.管理统计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2016

年版.

29.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M].2015

年版.

30. 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三版）.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31. 张浩.管理科学研究模型与方法.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2016年版.

32. 斯蒂芬.P.罗宾斯著.毛蕴诗译.管理学原理（原书第九版）. 北京：东

北财经大学出版社[M].2015 年

33. 金占民. 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第三版）．北京：清华大

学出[M].2010 年版.

34. 杨锡怀.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案例（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M].2016 年版.

35. 梁超.统计学案例与实训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社[M].2016 年版.

36. 陈启杰.市场调研与预测（第二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M].2008

年版.

37. 张元萍. 创业融资与风险投资.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M].2006 年版

38. 谈毅. 风险投资与创新.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M].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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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美）滋维·博迪（Zvi Bodie）. 投资学（原书第 10 版）.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M].2017 年版.

40. 张玉利等.创业管理（第 4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M].2016 年版.

41. （美）Harold Kerzner 著，杨爱华译. 项目管理——案例与习题集（第

九版）．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M].2007 年版.

42. 迈克尔.A.希特等.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原书第 11 版）.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M].2016 年版.

43. （美）海因茨·韦里克、哈罗德·孔茨著.管理学（第 13 版）.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M].2011 年版.

44.韦恩 F.卡肖.人力资源管理（第八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M].2013

年版.

45. John Brown 著.郭成译.人力资源管理.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M].2004

年版.

46.（美）斯蒂芬·P·洛宾斯. 管理学（第 13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M].2017 年版.

47．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第 14 版）（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48.（美）约翰.P.科特，丹.S.科恩.变革之心.刘祥亚译. 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M].2003 年版.

49. （美）Michael A. Hitt. 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 Cengage Learning[M].2012.

50. 小卡尔.迈克丹尼尔等.市场调研精要（第八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社[M].2015 年版.

51. 平狄克.微观经济学（第八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3

年版.

52.（美）弗雷德·R·大卫著、李东红、陈宝明、徐玉德等译.战略管理：

概念部分（上）.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2008 年版.

53. 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北京：华夏出版社[M].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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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德斯靳.人力资源管理（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07

年版.

55. 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原理（第 16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

2015 年版.

56. 夏恩君.技术经济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3 年版.

57. 张铭洪.网络经济学教程.科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58. 勒系琳.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作用机理研究.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M]，

2013 年版.

59. 熊晴海.高级财务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2013 年版.

60. 沈悦.金融市场学.北京：科学出版社[M]，2017 年版.

61：中文期刊：管理世界

62：中文期刊：中国工业经济

63：中文期刊：南开管理评论

64：中文期刊：科学学研究

65：中文期刊：科研管理

66：中文期刊：中国管理科学

67：中文期刊：中国软科学

68：外文期刊： Management Science

69：外文期刊：Operation Management

70: 外文期刊：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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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二级学科（120203）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人才培养目

标愿景：立足中部崛起、拓展国际视野、培育卓越人才。

要求硕士研究生应达到：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

品德修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2.掌握本学科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

方法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

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

机应用能力。

4.坚持体育锻炼，增进社会交往，确保身心健康。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是江西省内高校中最早开办的旅游管理学科之一，于 2007 年开始面

向全国招收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旅游管理学科于 2008 年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2009 年成为国家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 年旅游管理（金牌导游）

专业被江西省教育厅列入专业综合改革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在近 30 年的办学实

践中，围绕江西旅游强省建设的实践，经过学科团队整合和研究方向凝练，已逐

步形成旅游企业管理、休闲文化与经济、旅游规划与开发三个特色研究方向。

学科门类：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12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工商管理 Scienc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202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旅游管理 Tourism Management 120203

（二）研究方向

1.旅游企业管理

依托本学科自主创办的江西“十强”旅行社——江西亚细亚会议会展有限公

司，融合服务企业创新理论和服务营销理论，从旅游服务企业的特点出发研究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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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企业管理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2.休闲文化与经济

基于旅游与文化跨界融合理论视角，对江西红色、绿色、古色、金色文化资

源与旅游经济融合、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

3.旅游规划与开发

依托江西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立足江西绿色生态资源优势，重点研究生

态旅游、乡村休闲旅游方面的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旅游管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基本为 3年，实行弹性学制，成绩特

别优秀者可提前至 2年或 2.5 年毕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4年，

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按肄业处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以课

程学习、科学研究、实践实训各占三分之一，课程学习必须在前三个学期内完成。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办法。硕士研究生既

要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掌握本专业领域研究前沿，具有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的能力。要求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社会实践以及参加有关资格证

书的考试。

研究生全部培养过程，主要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聘请具有旅游管

理实践经验的导师与企业或部门内经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

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指导教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

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研

究生的联系，教学相长。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具体培养方法可以灵活多样，

不断总结和创造新的经验。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大类。硕士研究生总学分应为

42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 37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课程学习中学位课程为 25

学分，非学位课程为 12学分（每学分以 16学时为标准安排教学）。学位课包括

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三类；非学位课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

育课、补修课。

1．学位课程（共 2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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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课（共 4门，11学分）

学位公共课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课程。

①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共 2门 3学分，依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设置，由历史文化学院负责

开设该课程，鼓励以专题形式开展模块化教学，注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合作精

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的培养，注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具体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36学时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18学时

②第一外国语课程

共 2门 8学分。学校开设的第一外国语为英语，教学内容包括口语、阅读、

写作等，侧重培养研究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

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英语》， 6学分，96学时《专业英语》，2学分，32学时

（2）专业基础课（共 3门，至少选修 4学分）

学科平台课按一级学科开设，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

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本课程。本专业应开设 3门在一级学科内具有共同理论基

础或研究方法的课程。

（3）专业核心课（共 6门，至少选修 10学分）

专业核心课是指本专业领域内具有本专业特色的，有利于学生拓展学科知识

面的基本课程，应按二级学科的培养要求开设。

2．非学位课程（共 12学分）

非学位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其中专业方向课 5

门（至少选修 8学分），素质教育课 4门（至少选修 4学分），补修课 2门（不

计学分）。专业方向课是为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相应

能力培养而设置的方向性课程。素质教育课是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而开设的选修

课程。补修课为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补修本学科的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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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选) 18 1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09A005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试 旅游学院

专业
基础

课

S10B001 管理学前沿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S10B002 西方经济学 32 2 1 考试

S10B006 旅游产业经济学 32 2 1 考试

专业
核心

课

S09C008 旅游企业战略管理 32 2 2
理工科类

至少选修
6 学分，人
文社科管

理类至少
选修

10学分

考试

旅游学院

S09C009 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 32 2 2 考试

S09C010 旅游政策与法规 32 2 2 考试

S09C011
服务经济与服务性企业管理

（企业合作课程）
32 2

2
考查

S09C012 管理沟通 32 2 2 考查

S09C013 旅游文化学 32 2 2 考查

非

学

位

课

旅游
企业
管理
方向

S09D021
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开发管理

（企业合作课程）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旅游学院
S09D022 旅游管理研究方法 32 2 3 考查

S09D023 中外饭店比较研究 32 2 3 考查

S09D024 管理创新思维专题 32 2 3 考查

S09D025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32 2 3 考查

休闲
文化
与经
济方
向

S09D021
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开发管理

（企业合作课程）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旅游学院
S09D022 旅游管理研究方法 32 2 3 考查

S09D026 休闲经济研究 32 2 3 考查

S09D027 江西文化专题 32 2 3 考查

S09D028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 32 2 3 考查

旅游
规划
与开
发方
向

S09D021
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开发管理

（企业合作课程）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旅游学院
S09D022 旅游管理研究方法 32 2 3 考查

S09D029 景区开发与管理 32 2 3 考查

S09D030 乡村旅游专题 32 2 3 考查

S09D031 计算机辅助制图 32 2 3 考查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3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3 考查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3 考查 艺设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3 考查 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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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

课

S09F003 旅游学概论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考查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S09F004 旅行社经营管理 考查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考查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考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考查

实践活动（创新创业课程） 2 4-5 必修 考查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

课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

分制，70分为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60分为合格；必修环节

等宜用考查的方式，成绩按“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级评定。

七、必修环节（5学分）

必修环节主要包括学术活动、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实践活动等。

（1）学术活动（1 学分）

“学术活动”是拓宽研究生视野，促进研究生关注和了解学科前沿进展的重

要环节。各专业应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实际，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的学术

讲座次数（一般不少于 6次），规定研究生作学术报告的次数（至少 1次）。鼓

励研究生积极参加跨学科学术交流和国内外访学活动。

（2）开题报告（1 学分）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之前

应阅读至少 40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行总

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

案、时间安排等作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

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

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导师担任。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

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1 学分）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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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须结合专业学习、论

文写作积极参与专业实习（含教育类专业的教育实习）、社会实践（含创新创业

实践教育），并撰写实习（实践）报告。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第 4或第 5学期

进行，实习时间不能少于一个月。专业实践的认定材料必须包括实习单位的证明

材料和实践报告两部分。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

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

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一般不少于 4万字。

1.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

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

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

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各培养单位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的

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过程环节，组织好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2.硕士学位论文应为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

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做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

词、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

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

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

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

价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

数一般不得少于 4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

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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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或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全文收录 1篇（若论文中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

得申请论文答辩。

5.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

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

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学院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十、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必读书目期刊

1.李天元.旅游学概论（第七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2.田里.旅游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版.

3.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

4.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第三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5.刘纯等.旅游心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6.戴斌，杜江，乔花芳主编.旅行社管理（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5 年版.

7.李勇平.旅游统计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8.吴必虎，俞曦.旅游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2010 年版.

9.张吉献，李伟丽.旅游资源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版.

10.孔邦杰.旅游环境学[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 年版.

11.邹本涛.旅游文化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 年版.

12.王柯平.旅游美学(第三版)[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13.周三多.管理学（第四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14.张利庠，李宝山.管理经济学（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2 年版.

15.方芳，陈康幼.投资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16.罗良清.商务统计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版.

17.郭国庆.市场营销学（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F%9D%E7%BB%A7%E5%88%9A&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A5%9A%E4%B9%89%E8%8A%B3&search-alias=books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2%C3%D3%CE%B5%D8%C0%ED&xuanze=2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C%A0%E5%90%89%E7%8C%AE&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8E%E4%BC%9F%E4%B8%BD&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D%94%E9%82%A6%E6%9D%B0&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82%B9%E6%9C%AC%E6%B6%9B&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8E%8B%E6%9F%AF%E5%B9%B3&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C%A0%E5%88%A9%E5%BA%A0&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8E%E5%AE%9D%E5%B1%B1&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6%B9%E8%8A%B3&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9%99%88%E5%BA%B7%E5%B9%BC&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BD%97%E8%89%AF%E6%B8%85&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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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庆国.管理统计：数据获取、统计原理、SPSS 工具与应用研究（第二

版）[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

19.冯学钢，于秋阳，黄和平.会展业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20.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三版）[M]. 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1.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Samuelson)(作者),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D.Nordhaus)(作者),萧琛(译者).经济学(第 19 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22. 戴维·K·海斯 (David K.Hayes)，杰克·D·奈米尔 (Jack D.Ninemeier)，

彭青(译者).饭店经营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3.克里斯托弗·洛夫洛克(Chistopher Lovelock)(作者)，约亨·沃茨

(Joehen Wirtz)(作者)，韦福祥(译者).服务营销(原书第 7版)[M].北京：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4 年版.

24.彼得·德鲁克(Drucker.P.F.)(作者)，闾佳(译者).管理前沿[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版.

25.大卫·赫斯蒙德夫 (David Hesmondhalgh)(作者),张菲娜(译者).文化产

业(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26.中文期刊：《旅游学刊》

27.中文期刊：《旅游科学》

28.中文期刊：《经济地理》

29.中文期刊：《人文地理》

30.英文期刊：《Tourism management》

31.英文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86%AF%E5%AD%A6%E9%92%A2&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4%BA%8E%E7%A7%8B%E9%98%B3&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9%BB%84%E5%92%8C%E5%B9%B3&search-alias=books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B%E1%D5%B9%B5%BC%C2%DB&xuanze=2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F%9D%E7%BD%97%E2%80%A2%E8%90%A8%E7%BC%AA%E5%B0%94%E6%A3%AE+(Paul+A.Samuelson)&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A8%81%E5%BB%89%E2%80%A2%E8%AF%BA%E5%BE%B7%E8%B1%AA%E6%96%AF+(William+D.Nordhaus)&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A8%81%E5%BB%89%E2%80%A2%E8%AF%BA%E5%BE%B7%E8%B1%AA%E6%96%AF+(William+D.Nordhaus)&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8%90%A7%E7%90%9B&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88%B4%E7%BB%B4%C2%B7K%C2%B7%E6%B5%B7%E6%96%AF+(David+K.Hayes)&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B0%E5%85%8B%C2%B7D%C2%B7%E5%A5%88%E7%B1%B3%E5%B0%94+(Jack+D.Ninemeier)&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5%BD%AD%E9%9D%92&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85%8B%E9%87%8C%E6%96%AF%E6%89%98%E5%BC%97%C2%B7%E6%B4%9B%E5%A4%AB%E6%B4%9B%E5%85%8B+(Chistopher+Lovelock)&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BA%A6%E4%BA%A8%C2%B7%E6%B2%83%E8%8C%A8+(Joehen+Wirtz)&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BA%A6%E4%BA%A8%C2%B7%E6%B2%83%E8%8C%A8+(Joehen+Wirtz)&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9%9F%A6%E7%A6%8F%E7%A5%A5&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D%BC%E5%BE%97%C2%B7%E5%BE%B7%E9%B2%81%E5%85%8B(Drucker.P.F.)&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9%97%BE%E4%BD%B3&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4%A7%E5%8D%AB%C2%B7%E8%B5%AB%E6%96%AF%E8%92%99%E5%BE%B7%E5%A4%AB+(David+Hesmondhalgh)&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BC%A0%E8%8F%B2%E5%A8%9C&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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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二级学科（120204）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人才培养目

标愿景：立足中部崛起、拓展国际视野、培育卓越人才。

要求硕士研究生应达到：

1.热爱祖国，忠于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

的思想品德修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2.掌握本学科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践

方法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

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

机应用能力。

4.坚持体育锻炼，增进社会交往，确保身心健康。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技术经济及管理是以技术的研发、流通和应用为基本研究对象，将技术与经

济管理相结合的新兴学科。本二级学科已逐步形成了两个特色研究方向：创新创

业理论与实践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在研究过程中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评

价、分析、论证和优化，并以江西省经济中的技术改进，工程优化、商业创新活

动为研究对象，为江西工业强省培养复合型人才。

学科门类：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12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工商管理 Scienc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202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技术经济及管理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120204
（二）研究方向

1.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方向围绕技术创新创业实践问题，对技术创新项目实践展开系统、深入的

研究，为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提供参考意见与决策支持，助推科技成果生产力转化。

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的可行性研究、技术扩散理论的研究及创业管理研究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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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

本方向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和政策。

立足科学发展，研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江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问题。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技术经济管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基本为 3 年，实行弹性学制，

成绩特别优秀者可提前至 2.5 年毕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4年，

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按肄业处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以课

程学习、科学研究、实践实训各占三分之一，课程学习须在前三个学期内完成。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办法。硕士研究生既

要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掌握本专业领域研究前沿，具有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的能力。要求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社会实践以及参加有关资格证

书的考试。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聘请具有工程实践

经验的导师与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内经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

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指导教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

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

研究生的联系，教学相长。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具体培养方法可以灵活多

样，不断总结和创新。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大类。硕士研究生总学分应为

42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 37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课程学习中学位课程为 25

学分，非学位课程 12学分。学位课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非

学位课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补修课。

1．学位课程（共 25学分）

（1）公共课（共 4门，11学分）

学位公共课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课程。

①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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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门 3学分，依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设置，由历史文化学院负责

开设该课程，鼓励以专题形式开展模块化教学，注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合作精

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的培养，注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具体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36学时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18学时

②第一外国语课程

共 2门 8学分。学校开设的第一外国语为英语，教学内容包括口语、阅读、

写作等，侧重培养研究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

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英语》，6学分，96学时《专业英语》，2学分，32学时

（2）专业基础课（共 3门，至少选修 4学分）

学科平台课按一级学科开设，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

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本课程。本专业应开设 3门在一级学科内具有共同理论基

础或研究方法的课程。

（3）专业核心课（共 6门，至少选修 10学分）

专业核心课是指本专业领域内具有本专业特色的，有利于学生拓展学科知识

面的基本课程，应按二级学科的培养要求开设。

2．非学位课程（共 12学分）

非学位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其中专业方向课 5

门（至少选修 8学分），素质教育课 4门（至少选修 4学分），补修课 2门（不

计学分）。专业方向课是为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相应

能力培养而设置的方向性课程。素质教育课是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而开设的选修

课程。补修课为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补修本学科的专业课程。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选) 18 1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10A005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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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基础
课

S10B001 管理学前沿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S10B002 西方经济学 32 2 1 考试

S10B005 项目管理学 32 2 1 考试

专业
核心
课

S10C012 产业经济学 32 2 2 理工科类
至少选修

6学分，
人文社科
管理类至

少选修
10学分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S10C013 运筹学与最优化方法 32 2 2 考试

S10C014 技术经济评价模型 32 2 2 考试

S10C015 现代统计方法 32 2 2 考查

S10D013 数量经济学 32 2 2 考查

S10C017 企业技术管理 32 2 2 考查

非

学

位

课

创新
创业
理论
与实
践研
究方
向

S10D010 企业战略管理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S10D011 统计预测与决策 32 2 3 考查

S10D012 信息技术管理 32 2 3 考查

S10D004 管理创新思维讲座 32 2 3 考查

S10C016 技术创新管理 32 2 3

S10D020 创新与创业管理 32 2 3 考查

可持
续发
展战
略管
理方
向

S10D021 经济增长理论 32 2 3 考查

S10D022 最优化理论方法 32 2 3 考查

S10D023 动态优化理论 32 2 3 考查

S10D024 生态经济学 32 2 3 考查

S10D025 环境经济学 32 2 3 考查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3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3 考查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考查 艺设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3 考查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09F005 技术经济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考查
进校后 1.5 年

内，跟随本科生

学习或自学，由

本学院自主考核

成绩，并向研究

生部备案。

S09F006 统计软件应用 考查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考查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考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考查

实践活动（创新创业课程） 2 4、5 必修 考查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

课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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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制评定，70分为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60分为合格；必修

环节等宜用考查的方式进行，成绩按“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四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5学分）

必修环节主要包括学术活动、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实践活动等。

（1）学术活动（1 学分）

“学术活动”是拓宽研究生视野，促进研究生关注和了解学科前沿进展的重

要环节。各专业应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实际，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的学术

讲座次数（一般不少于 6次），规定研究生作学术报告的次数（至少 1次）。鼓

励研究生积极参加跨学科学术交流和国内外访学活动。

（2）开题报告（1 学分）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之前

应阅读至少 40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行总

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

案、时间安排等作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

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

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导师担任。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

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1 学分）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2 学分）

为使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须结合专业学习、论

文写作积极参与专业实习（含教育类专业的教育实习）、社会实践，并撰写实习

（实践）报告。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第 4或第 5学期进行，实习时间不能少于

一个月。专业实践的认定材料必须包括实习单位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报告两部分。

八、科学研究

各学科须突出研究生科研、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

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

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

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鼓励学院对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提出更高要求。

九、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一般不少于 4万字。

1.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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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

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

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各培养单位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的

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过程环节，组织好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2.硕士学位论文应为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

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做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

词、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

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

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

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

价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

数一般不得少于 4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

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全文收录 1篇（若论文中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

得申请论文答辩。

5.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

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

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学院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十、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必读书目期刊

1. 孙耀吾等编著.管理学教程[M]. 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2. 徐国祥.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年版.

3. 王善平主编.中级财务会计学[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4. 周三多.管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5. 陈信元.财务会计[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6. （美）迪克西特 著， 冯曲 ，吴桂英 译.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M].

北京:格致出版社. 2013 年第二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5%CF%BF%CB%CE%F7%CC%D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7%EB%C7%F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E2%B9%F0%D3%A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8%F1%D6%C2%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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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贝赞特,(英)蒂德. 创新与创业管理[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8. 高鸿业主编.微观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9. 陈富生等主编.现代企业管理教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0. 李宝山主编.管理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1. 魏宗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12. 傅家骥等编.工业技术经济[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三版.

13. 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高等数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14. 张英奎、孙军.现代管理[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15. 西宝.管理科学研究方法[M]. 陕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16. 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M]. 北京：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7. 贾俊平.统计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8. 林晓言，王红梅.技术经济学教[M]程.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19. 查尔斯·D·科尔斯塔德.环境经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6 年第二版.

20. 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21. 陈菊花、陈良华.会计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2. 许庆瑞.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23. 何海燕，张红元主编.商务管理统计学[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

年版.

24. 周三多等编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 马庆国.管理统计：数据获取、统计原理、SPSS 工具与应用研究[M]. 北

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6. 张金锁.技术经济学原理与方法[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27. 奥利维尔.而兰查德.宏观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 余恕莲. 管理会计[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B4%D4%DE%CC%D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5%D9%B5%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2%E9%B6%FB%CB%B9%A1%A4D%A1%A4%BF%C6%B6%FB%CB%B9%CB%FE%B5%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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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9. 赫尔曼·E·戴利 乔舒亚·法利.生态经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月第一版.

30. 岳剑波.信息管理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1. 盛聚.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32. 徐光华.财务管理—理论、实务、案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33. 傅家骥、仝允恒.工业技术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34. 韩之俊、许前.质量管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5. 薛华成.管理信息系统[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版

36. 查先进.信息分析与预测[M]. 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7. （美）罗伯特·平狄克、丹尼尔·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译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4 年第 8版.

38.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试委员会办公室.财务成本管理[M]. 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5 年版.

39. 袁明鹏等著.新编技术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40.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教材编写组.资产评估[M]. 北京：经济科学出

版社.2011 年版.

4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2011 年版.

42. 应尚军.不动产评估[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年版.

43. 罗斯托. 经济增长理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44. 赵丽芬等. 管理理论与实务[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45. 何海燕，李存金. 现代管理学：理论与方法[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2007 年版.

46. 叶德磊. 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程[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47. 毛虎平. 动态优化理论基于仿真模型的动态响应优化方法[M]. 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4 年 3 月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D5%B6%FB%C2%FC%A1%A4E%A1%A4%B4%F7%C0%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7%C7%CA%E6%D1%C7%A1%A4%B7%A8%C0%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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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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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0%C2%B1%E0%BC%BC%CA%F5%BE%AD%BC%C3%D1%A7&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7%CA%B2%FA%C6%C0%B9%C0&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2%C6%CE%F1%B3%C9%B1%BE%B9%DC%C0%ED&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2%BB%B6%AF%B2%FA%C6%C0%B9%C0&xuan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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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陈进、王芳瑞. 技术创新管理方法[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49. 周寄中. 科学技术创新管理[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50.（美）斯蒂芬·罗斯等著. 公司理财精要[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2006

年版.

51.（美）罗伯特.K.威索基等著.李盛萍等译. 有效的项目管理[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年版.

52.（美）斯蒂芬·P·洛宾斯. 管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53.（美）H.詹姆斯.哈达林等著，唐宁玉等译.项目变革管理. 北京：机械

工业出版社[M].2001.

54.（美）Harold Kerzner著，杨爱华译. 项目管理——案例与习题集[M]．北

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年版.

55. 英文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56. 中文期刊：《管理科学》

57. 中文期刊：《运筹与管理》

58. 中文期刊：《技术经济学》

59. 中文期刊：《管理学学报》

60. 中文期刊：《环境科学》

61. 英文期刊：《Energ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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