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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1.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具有较为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能够胜任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的研究与咨询、经

济投资环境与社会发展项目评估、胜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和教学等经济与管理工作

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2. 较为全面的掌握经济学理论知识，了解学术动态及其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经济实践中的

重大问题，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问

题的能力。 

3. 能熟练掌握和应用有关的计算机软件及其他相关技能，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承担技术

工作的能力，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适应性及创新意识。 

4. 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专业文献，初步具有从事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能够适应学习、工作的需要。 

二、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

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1 年。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延长学习

年限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 

三、研究方向 

1.经济史 

本研究方向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该研究方向注重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

题，拥有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重点通过对晋商经济、政治、文

化、教育、建筑等多角度、全方位研究与整和，建立了继徽学、敦煌学之后的另一新兴学科——

晋商学。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以史学和史料为支撑，从全新视角探讨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



人口变迁，以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经济史学理论

演变等内容，为现实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启示。 

2.政治经济学 

本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现代企业经济研究和现代市场经济研究。现代企业经济研究主要探讨

现代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现代企业分配制度以及现代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关系、劳资关系、企业与顾客关系等主要经济关系。通过对现代企业经济主要方面的研究，使学

生对现代企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有一个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备从事现代企业经济研究和

实际工作的能力。 

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主要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方法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践相结合，分析

研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学生在比较深入系统地掌握现代市场

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具备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现实问题的能力。 

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本研究方向以人口流动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人口学、经济学、资源学、

环境学、地理学的视角，多角度、全方位分析人口流动、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以山西

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当前投资状况，为山西经济转型和环境保

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应用型人才。 

4.西方经济学 

本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发展趋势、主要前沿理论、流派和研究

方法，包括理性预期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失业理论、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和相关经济

政策等，为判断经济形势、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决策建议。并通过教学和科研，

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启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5.世界经济学 

该专业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投资的理论和政策、跨国公司的运行

规律和经营管理模式、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和实务问题等，包括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金融、



资本运营、跨国公司理论、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等。重在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和管理知识，同时培

养分析、决策及解决问题的实际管理能力，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和管理艺术水平。培养熟悉跨国

经营知识和跨国公司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 

四、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2、以同等学力入学和跨专业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必须补修《初级微观经济学》和《初级宏观

经济学》2 门专业基础课程，与本科生同时上课并参加考试。补修课程不计入学分。 

五、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通过教学、科研实践环节。教学、科研实践经考核合格者，分别记 1 学

分。教学实践的形式可以是试讲、辅导、领导课堂讨论、指导实验、指导学年论文（课程设计）、

辅助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科研实践可参加导师或导师指定的课题组的科研项目，

并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实践与“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工作相结合，

具体形式为：每位研究生必须助课两周，参与导师课题 2-3 项，每学年坐班一个月，并定期安排、

检查、指导和考核。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全面培养研究生树立严谨的科学作风、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培养独立

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论文研究工作应注重培养研究生文献查阅能力、理论分析能力与实验操作

能力，并应特别注重培养和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和开拓创新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组的指导下

（以导师为主）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出现如抄袭、拼凑等质量问题由导师负责。 

（一）论文选题的要求 

学位论文题目应在导师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拟定，根据导师组的要求制定。论文工作计划

文选题要求符合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同时与现实有一定的联系，有创新之处，能对现实有具体的

指导意义，同时又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能为本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导。 

（二）开题报告 

研究生于第二学年的秋季学期末做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撰写要求写出所选题目的研究综述，



列出论文的结构框架和主要的参考文献，并归纳总结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同时要求写出论文的准

备情况。 

（三）中期检查 

论文工作期间，导师要全面掌握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进度，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论文

进行中应按计划由研究生在一定范围内作论文阶段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存在

的问题。 

（四）论文撰写 

按照《山西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要求》的规定撰写。要求结构布局合理，语言通顺，论

证充分，证据确凿、史料详实，格式规范，有英文摘要和目录。 

（五）学位论文答辨 

学位论文答辩在最后一个学期末进行。要求能对所提问题有个基本的了解，语言流畅，思路

清晰，概念清楚。 

七、必读书目和主要学术期刊 

主要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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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Advanced Macroeconomics，David Roemer．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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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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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戈莱比：《国际金融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Jean-Jacgues Laffont．Fundamentals of Public Econom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ean-Jacgues Laffont．Incentive and Politic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G.德弗里斯：《国际收支调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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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Thomson Learning, 2003。 

R．Drnbusch and S．Fischer．Macroeconomics，Mcgraw-Publishing Company． 

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6．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埃瑞克·G·菲吕博顿等：《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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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等：《环境与贸易—生态、经济、体制和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奥利维尔 琼 布兰查德：《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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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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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霍克曼,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1995.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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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岩：《国际经济一体化》，商务印书馆，2001。 

陈郁：《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池元吉主编：《世界经济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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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戴金平：《国际金融前沿发展：理论与实证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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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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