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招生常见问题问答 

一、博士生  

1.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招生单位包括哪几个学院？ 

答：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招生单位包括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邹至庄

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下设 8 个招生单位（经济系、统计系、财政系、金融系、

国贸系、经研所、宏观中心、能源中心），共 20 个专业开放招生，其中统计学

专业（数理统计）授理学学位。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见附表一。 

2. 有几种途径可以报考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博士研究生？ 

答：自 2018 年开始，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将取消博士生统考招生，采用申请

考核、硕博连读和直博生三种招生方式。其中申请考核和硕博连读一年分两批招

生，春季招生时间为（4月-7 月），秋季招生时间为（10 月-12 月）；直博生一

年招生一次，选拔时间为（5 月-7 月），与硕士生推免生选拔同时进行。 

注：如学校 2021 年直博生政策有调整，我院将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做调整。 

3.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博士生申请考核报考条件有哪些？ 

答：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和往届毕业生；

英语成绩达到 450 分或托福不低于 90 分或雅思不低于 6 分。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还可接收优秀的应届海外高校在读研究生或已经取得海

外高校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或取得国外一流高校相关专业学位的本科毕业生申请

（最迟须在 2021 年 5 月 1 日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书）。 

注：以上为 2020 年博士生报考条件，2021 年博士生报考条件以正式发布的招生简

章为准。 

4. 今年疫情情况下，博士生考核的时间和形式如何？ 

答：直博生从夏令营营员中选拔，考生可同时报名夏令营硕士推免生和直博

生，今年受疫情影响，2021 直博生、申请考核博士生和硕博连读博士生很可能

均采用线上考核的方式，具体考核时间和考核内容将提前另行通知考生。 



5. 博士生申请考核如何选拔？ 

答：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通过两院的筛选机制进行选拔，不需要参加由学校

统一组织的笔试初试。经过初审考生将根据差额比例（1:3）被邀请参加由经济学

科组织的考核。考核包括笔试和面试，面试为英文面试和中文（专业和综合素质）

面试，具体考核内容以发布的申请考核选拔办法为准。 

6.“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博士生如何选拔？ 

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计量建模与经济政

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资助经费 6000 万元）将从拟录取考生中选拨考生至该

中心，厦大经济学科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将联合组建导师组联合

指导科学中心博士生，也将为科学中心博士生提供出国交流的机会。具体选拔名

额将根据当年学校下拨指标情况确定，选拔通知另行发布。 

7. 博士生学制几年？报考时需要联系导师吗？ 

答：直博生学制为 5 年，以硕博连读、申请考核方式录取的博士生，学制

为 4 年。最长学习年限均为 7 年（含休学）。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提

前毕业。报名时无需联系导师，入学后第一学年春季学期选报导师。 

8. 博士生学费多少？ 

答：博士生学费为：1.3万元/年（4年学制，前三年缴费，第四年免

费）。直博生前三年缴费，第四、五年免费。博士生学费基本由学业奖学金覆

盖。收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 

9. 博士生可以享受哪些奖助学金？ 

答：入学后前三年享受学业奖学金 1.3 万/年，国家助学金 1.5 万/年，校长

助学金 1.8 万/年；第四年享受校长助学金 3.3 万。此外，直博生还享受新生奖学

金，每人 2万。 

国家奖学金和校级奖学金。国家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博士生 3万元/人；

校级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两次，各奖项奖励金额 2000元/人-10000元/人不等。 



注：若学校 2021 年博士生招生政策（含资助政策）有变化，则以学校更新的为准。 

10. 是否招收在职博士生？ 

答：教育部单列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对口支援西部地

区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定向新疆高校培养博士学历师资计划”招收

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其它普通计划均不招收在职博士生。其它普通计

划在职考生如被我校录取，须辞去原单位工作，并提交辞职证明，将人事档案

转入我校，全日制学习。 

11.博士生住宿条件如何？ 

答：博士生公寓：单人间：一般为独卫、网络、空调、热水器、保险柜，

住宿费 2400元/人•年；双人间：一般为公共卫生间、网络、空调、热水器、保

险柜，住宿费 1200 元/人•年。收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

标准为准。 

 

二、硕士生 

1. 夏令营报考条件有哪些? 

答：国家高水平大学或国家重点大学或“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班本

科三年级经济类专业在校生（2021年应届毕业生），非经济学专业学生应具备良

好的经济学基础或者修过相关经济学课程；或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理论经济学或应

用经济学或统计学排名为 A-及以上高校对应专业本科三年级在校生（2021 年应

届毕业生）。学业成绩优秀，成绩名列前茅；英语成绩达到 450分或托福不低于

90分或雅思不低于 6.5分。 

2. 2020 年夏令营举办、推免生考核将如何进行？ 

答：今年受疫情影响，夏令营很可能将采用线上夏令营和线上考核的形式，

夏令营活动具体时间、形式和考核内容将提前另行通知考生。 



3. 今年夏令营盖章成绩等证明材料提交有困难如何处理？ 

答：鉴于今年疫情影响和实际情况，我院将夏令营报名时间延长至 6 月 10

日，报名学生可与所在高校教秘老师联系沟通先行提供电子版成绩单等证明材料

供报名使用。纸质材料根据通知再提交。 

4.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有哪些？招生专业有哪些？ 

   以下为 2020 年研究生考试科目，供参考。 

答：初试科目：经济类：政治、英语一、数学三、宏微观经济学； 

理学类（统计学专业数理统计方向）：政治、英语一、数学一、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见附表二。 

注：2021 年招生专业目录和初试科目，届时以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布的为准。 

5.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科目《宏、微观经济学》和《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有指定参考书目吗？ 

答：没有指定参考书目，于每年 10 月份左右在学院网站招生信息栏公布考

试内容范围。以下为 2020 年的考试范围，供参考： 

①“806 宏、微观经济学”考试内容范围： 

微观部分：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消费者、生产者与竞争性市场；市场结

构与竞争策略；要素市场；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信息、市场失灵与政府政策。 

宏观部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变量；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短期经

济波动理论；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②“86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考试内容范围：随机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及

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统计量及其分布、

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 

6. 专业学位硕士入学考试初试科目有哪些，有指定参考书吗？ 

答：经济学科有 6 个专业学位硕士，分别是：应用统计硕士、税务硕士、资

产评估硕士、金融硕士、保险硕士、国际商务硕士。其中金融硕士同时招收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学生，其它 5 个专业学位硕士仅招收全日制学生。 



全日制专业硕士（除经济学院金融硕士）初试科目（四门）：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三 

④专业科目： 

  应用统计硕士：统计学 

  税务硕士：税务专业基础 

  资产评估硕士：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金融硕士：金融学综合 

  保险硕士：保险专业基础 

  国际商务硕士：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经济学全日制金融硕士和非全日制金融硕士硕士初试科目（四门）：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 

④专业科目：金融学综合。 

专业课没有指定参考书，请参考教指委命题指导意见给予的考试内容范围。 

注：2021 年招生专业目录和初试科目，届时以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布的为准。 

7. 硕士研究生学制几年？学费多少？ 

答：学术型硕士生和全日制专业硕士学制 3年。学术型硕士生和全日制专

业硕士全程学费 3.3 万，在职专业硕士学费全程 8万。收费标准若有调整，最

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 

8. 报考硕士研究生需要联系导师吗？ 

答：报名时无需联系导师，入学后第一学年春季学期选报导师。 

9. 近几年各专业招生人数、最低录取分数线和录取比例是多少? 

答：可在厦门大学招生办网站查看 

https://zs.xmu.edu.cn/2019/0919/c5797a377559/page.htm 

https://zs.xmu.edu.cn/2019/0919/c5797a377559/page.htm


10. 统考硕士研究生复试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指定参考书目？ 

答：复试考核内容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核英语；面试考核英语口语和听

力、专业及综合素质。复试没有指定参考书目。复试前请关注经济学院或王亚南

经济研究院网站招生信息栏公布的复试要求。 

11、双硕士项目合作学校有哪些？合作模式是怎样的？ 

答：目前合作院校：康奈尔大学、福特汉姆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ESSEC

商学院、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卡迪夫大学。目前也在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雪城大学等推进双硕士项目合作。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提供暑期模式和一年模式（1 年制）两种选择，选择暑期

模式可于第一年或者第二年暑期前往福特汉姆大学进行为期 2 个月的学习，一年

模式可申请第二年或第三年前往福特汉姆大学学习，三年内达到国内和国外学校

要求后可分别获得厦门大学和福特汉姆大学硕士学位。 

其他学校为一年模式（1 年制），学生可申请第二年或第三年前往国外学校

学习，最短三年内达到国内和国外学校要求后可分别获得厦门大学和外方学校硕

士学位。 

学生可登录官网 http://www.wise.xmu.edu.cn/programs/ma/lhsss/了解详细

信息。 

12. 双硕士项目学费多少？英语有什么要求? 

答：双硕士项目开放给两院硕士研究生申请，学生第一年入学后学院会对所

有学校、项目、学术和语言要求以及收费进行详细介绍，有兴趣的学生可报名，

有学院和外方学校根据各项目招生指标，对申请者进行选拔。 

福特汉姆大学暑期模式对 TOEFL/IELTS 和 GMAT 没有硬性要求，福特汉姆大

学一年模式和其他学校均要求学生达到对应的语言要求。 

学费：国内该联合项目培养费+国外学校学费。 

13. 学术型硕士生和全日制专业硕士享受哪些奖助学金？ 

答：学术型硕士生和全日制专业硕士享受学业奖学金 1.1 万/年，国家助学

金 0.6万/年，校长助学金 0.12 万/年。 

http://www.wise.xmu.edu.cn/programs/ma/lhsss/


国家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硕士研究生 2 万元/人；校级奖学金每学年评

选两次，各奖项奖励金额 2000元/人—10000 元/人不等。 

注：若学校 2021 年硕士生资助政策有变化，则以学校更新的为准。 

14. 研究生课程如何设置？ 

答：经济学科学术型硕、博研究生课程完全打通，课程安排两年，第一学

年修读 8门学院统开课程，第二学年修读专业课程（。全日制专业硕士，第一

学年修读 6门学院统开课程（“六高”），第二学年按模块修读专业课程。 

 

 

 

 

 

 

 

 

 

 

 

 

 

 

 

 

 

 

 

 

 

 



附表一：博士生招生目录 

经济学院 

单位 专业名称 

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 

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统计系 

国民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经济统计） 

统计学（数理统计） 

财政系 财政学 

金融系 

金融学 

金融工程 

国际金融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能源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 

国际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西方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金融学 

数量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 

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数理统计）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单位 专业名称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西方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金融学 

数量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统计学 （数理统计） 

 

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 

单位 专业名称 

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数理统计） 

 

 

 

 

 

 

 

 

 

 

 

 

 

 

 

 



 

附表二：学术型硕士生招生目录 

经济学院 

单位 专业 

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 

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统计系 

国民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经济统计) 

统计学(数理统计)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财政系 

财政学 

税务（专业硕士）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 

金融系 

金融学 

金融工程 

国际金融学 

保险（专业硕士） 

金融（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国贸系 

世界经济 

国际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经研所 

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宏观中心 
西方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能源中心 能源经济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单位 专业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西方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金融学 

劳动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数理统计) 

金融（专业硕士）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