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财经大学关于开展 2021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通知
新疆财经大学竭诚欢迎全国优秀应届本科毕业推免生来我
校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一、申请时间
起始时间：2020 年 10 月 12 日
截止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二、接收专业及招生计划
除工商管理硕士(MBA)、公管管理硕士（MPA）、旅游管理
硕士（MTA）3 个专业外，原则上其他各专业均可接收全日制推
免生。接收专业及招生计划请登录“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简称“推免
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查阅。
三、接收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
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社会责
任感强，遵纪守法，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
上，身心健康。
（二）具有推荐免试授权资格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并
获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资格。
（三）学习成绩优秀，专业成绩和综合成绩均名列所报专
业前列。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1、在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2、参加全国学科竞赛或国际竞赛项目及全国学术活动并获
奖；获得省级及以上各类奖励或荣誉称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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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学校优秀学生派出国外、境外知名大学学习 1 年以
上。
四、接收程序
（一）网上注册。2020 年 10 月 8 日-10 月 9 日，获得推免
资格的学生登录“推免服务系统”进行注册,逾期不能取得资格。
（二）网上报名。2020 年 10 月 12 日-10 月 15 日，学生登
录“推免服务系统”填报专业志愿。
（三）审核资格、发放复试通知。2020 年 10 月 16 日前，
我校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通过审核者发放复试通知，考生
须在 24 小时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确认接受，方可获得复试
资格，否则视为放弃。
（四）组织复试。2020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20 日，各学院
对考生相关材料进行审验，对符合接收资格的考生进行复试，
各专业具体复试时间以学院通知为准。
1、考生复试报到时需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均需提供原件
用于审核：
（1）身份证复印件（含证件正反面内容）；
（2）学生证复印件(含学生信息和注册情况内容)；
（3）教育部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学籍在
线验证报告；
（4）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需加盖所在院校教务部门公
章）；
（5）国家 CET 成绩单复印件,民语言和双语学生还需提交
MHK 成绩单复印件；
（6）获奖证书、科研成果复印件;
（7）其他相关材料。
2、复试强化对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的考核，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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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面试和笔试两部分，复试成绩以百分制计算。
（1）面试。面试内容为综合素质面试及外语听说，面试时
间原则上每生不少于 2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
（2）笔试。笔试内容见附件 1，考试时间为 2 小时，满分
为 100 分。
（四）公示及录取。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招
生计划及考生的学术背景、复试成绩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于 10 月 22 日之前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考生发出“待录取”
通知，考生须在 12 小时内接受“待录取”通知，否则视为放弃，
学校取消其“待录取”资格。接受“待录取”通知的考生不得
再报名参加当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否则，将取消录取资
格。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拟（待）录取资格或硕士研
究生学籍：
1、获得拟录取资格后所修课程不及格；
2、在获得拟录取资格后受到警告以上处分；
3、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证书；
4、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获得拟录取资格；
5、不符合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推免条件。
五、奖助政策
我校全日制脱产硕士研究生享受以下奖助学金：
（一）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硕士研究生 20000 元/生·年。
（2）自治区奖学金。硕士研究生 10000 元/生·年。
（3）学校学业奖学金，覆盖研究生的 70%。硕士研究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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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期：一志愿考生 5000 元/生·学期，调剂考生 2000 元/生·学
期；其余学期：一等 4000 元/生·学期，二等 3000 元/生·学
期，三等 2000 元/生·学期。
（4）科研奖励。优秀学术论文 1200-40000 元/篇，学术论
坛优秀论文 200-1000 元/篇。
（二）助学金
（1）国家助学金。硕士研究生 6000 元/生·年。
（2）科研项目资助。硕士研究生 5000-10000 元/项。
（3）“三助”岗位津贴。助教岗位津贴为 400 元/月，助
管岗位津贴按照工作量为 400 元/月或 1500 元/月，助研岗位津
贴由导师和课题组按照项目经费与完成情况确定。
六、申述
申述部门：纪检监察室
联系电话：0991-7842205

附件 1：新疆财经大学 2021 年推免生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
书目
附件 2：新疆财经大学 2021 年接收推免生学院、专业及联系
电话
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处
2020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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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疆财经大学 2021 年推免生复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030 金融
学院

031 统计
与数据科
学学院

专业代码专业
名称（授予学位
类别）

笔试科目

参考用书

020204 金融学（经
济学硕士）

金融学

《货币金融学》（第二版），蒋先玲，
机械工业出版社

025100 金融硕士
（专业学位）

金融学综合

《货币金融学》（第二版）,蒋先玲，
机械工业出版社；《公司金融》（第二
版），陈琦伟，中国金融出版社

025500 保险硕士
（专业学位）

保险专业基础

《保险学》，郭颂平、赵春梅，高等教
育出版社

020208 统计学（经
济学硕士）

统计学

《统计学》，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020209 数量经济
学（经济学硕士）

经济计量学

《经济计量学精要》，达莫尔 N·古亚
拉提、张涛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071400 统计学（理
学硕士）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茆诗松，中国
统计出版社

025200 应用统计
硕士（专业学位）

统计学

《统计学》，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财务会计

《2020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辅导教材:会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审计学
财务会计

审计学：《2020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
一考试辅导教材:审计》，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务会计：《2020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20201 会计学（管
理学硕士）

032 会计
学院
025700 审计硕士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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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033 工商
管理学院

034 经济
学院

专业代码专业
名称（授予学位
类别）

笔试科目

参考用书

125300 会计硕士
（专业学位）

财务会计

《2020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辅导教材:会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20202 企业管理
（管理学硕士）

管理学

《管理学》（第十三版），斯蒂芬·罗
宾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0101 政治经济
学（经济学硕士）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张维达，
高等教育出版社

020104 西方经济
学（经济学硕士）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张维达，
高等教育出版社

020105 世界经济
学（经济学硕士）

世界经济学

《世界经济概论》（第四版），张幼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020106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经
济学硕士）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张象枢，化学工
业出版社

020202 区域经济
学（经济学硕士）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第三版）,吴殿延，科
学出版社

020205 产业经济
学（经济学硕士）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第四版），苏东水，
高等教育出版社

020203 财政学（经
济学硕士）

财政学

《财政学》（第九或第十版），陈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5300 税务硕士
（专业学位）

税务专业基础

《税收学》（第一版），胡怡建，上海
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 月

120203 旅游管理
（管理学硕士）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李天元，
南开大学出版社

035 财政
税务学院

036 旅游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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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037 信息
管理学院

038 文化
与传媒学
院

专业代码专业
名称（授予学位
类别）

笔试科目

参考用书

运筹学

《运筹学基础》（第二版），张莹，清
华大学出版社

050301 新闻学（文
学硕士）

媒介经济理论

《媒介管理学概论》，邵培仁、陈兵，
高等教育出版社

050302 传播学（文
学硕士）

舆论学

《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韩运荣、
喻国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新闻采访教程》，张征，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
徐泓、张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法学

《商法学》（第一版），《商法学》编
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管理学硕士）

055200 新闻与传
播硕士（专业学
位）

030107 经济法学
（法学硕士）

035101 法律（非法
学）

法学综合（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
学）

法学综合（法学）

040 法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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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第一版），《宪法学》编
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商法学》（第一版），《商法
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民事
诉讼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
《宪法学》（第一版），《宪法学》编
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商法学》（第一版），《商法
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民事
诉讼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专业
名称（授予学位
类别）

笔试科目

参考用书

041 公共
管理学院

020207 劳动经济
学（经济学硕士）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第五版），杨河清、
张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0206 国际贸易
学（经济学硕士）

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第三版），佟家栋，
高等教育出版社

025400 国际商务
硕士（专业学位）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国际贸易实务》（第六版）,黎孝先
等,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043 国际
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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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疆财经大学 2021 年接收推免生学院、专业及联系电话
学院
金融学院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会计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
旅游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

法学院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授予学位类别）
020204 金融学（经济学硕士）
025100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025500 保险硕士（专业学位）
020208 统计学（经济学硕士）
020209 数量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071400 统计学（理学硕士）
025200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克老师
09917842101/15999127605

王老师
18129392420

120201 会计学（管理学硕士）
025700 审计硕士（专业学位）
125300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张老师
09917842120/18609949781

120202 企业管理（管理学硕士）

施老师
09917842078/13319803327

020101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020104 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阿老师
020202 区域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09917842105/13565039003
020205 产业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020105 世界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020203 财政学（经济学硕士）
025300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120203 旅游管理（管理学硕士）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硕士）
050301 新闻学（文学硕士）
050302 传播学（文学硕士）
055200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030107 经济法学（法学硕士）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学）

向老师
09917804606/13579856619
买老师
09917842130/17690793492
马老师
09917843943/13179948254
贾老师
09917804649/13899800229

王老师 18599099132

公共管理学院

020207 劳动经济学（经济学硕士）

张老师
09917843851/18799132356

国际经贸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经济学硕士）
025400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王老师
09917842259/1527685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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