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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秉承“立德明理，精工兴商”的价值追求，建立了完善的本科－

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对创新型管理人才的迫切

需求，学院建立了大类培养、院内专业自主选择的人才培养创新机制，按

照“学校通识课+学院平台课+特色模块专业课”的课程体系，设置了工商

管理、会计学、工程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等六个本科专

业，其中工程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被评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工商

管理被评为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

工商管理（MBA）、会计（MPAcc）、旅游（MTA）、工程管理（MEM）等专业硕

士学位点；拥有专职教师 160 人，其中教授 32 人，博导 17 人，具有海外

知名大学博士学位及海外经历的教师达 100 余人。 

拥有国家级众创空间 1 个、国家级精品资源课程 1 门、省级重点专业 1

个、省级特色专业 2 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 2 个、省级教学团队 4个、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4 个、省

级精品课程 2 门、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 

学院与美国密斯要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皇家理工

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 20余所世界知名大学建立了合作与交流

关系。 

学院与中国建设银行、中金公司、中国移动、阿里巴巴、京东、唯品

会、碧桂园、万科、恒大、中国邮政、立白集团、南方电网、广铁集团、

哈工大数据集团、广州建筑集团、顺丰集团、嘉诚国际物流、万豪集团、



 

广之旅国际旅行社、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光亚集团、铂涛集团等 100 余家

知名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学院正通过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学研究国际

合作、社会服务等改革措施，以培养数字化时代有责任的创新型高级管理

人才为使命，紧密结合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对管理人才培养的

需求，按照国际精英商学院（AACSB）的标准，朝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管理学院的建设目标迈进。 

2020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278 人，2021年招收人数、推免生人数以教育

部下达指标后为准（其中推免生拟接收 35 人）。 

 

招生单位名称：管理学院  

联系人：黄老师             招生单位咨询电话：39366453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 究 方 向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

历加试

科目 

参  考  书  目 

120201 会计学 

01 财务会计 

02 财务管理 

03 审计 

04 资本市场与投融资管

理 

①101 思想政

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41 财务管

理（自命题 150

分） 

财务会计与管理综

合 

不招同

等学历 

1、财务会计学（第十一版），戴

德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8 

2、财务管理（第八版），荆新、

王化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20202 企业管理 

01 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 

02 创新创业与运营管理 

03 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 

04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05 现代营销与电子商务 

①101 思想政

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0 管理学

（自命题 150

分） 

市场营销学 不招同

等学历 

1、管理学（第二版），孙丽君、

王满四，高等教出版社，2014 

2、市场营销学（第六版），吴健

安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20203 旅游管理 

01 旅游规划与开发 

02 旅游企业管理 

03 节事活动与会展管理  

04 大数据与旅游经济统

计 

05 旅游文化与社会影响 

①101 思想政

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24 旅游资

源与开发（自

命题 150 分） 

旅游综合(含旅游

概论、旅游经济、

旅游市场营销) 

不招同

等学历 

旅游资源与开发（第三版），甘枝

茂、马耀辉，南开大学出版社，20

13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01 电子商务与物流 

02 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 

03 企业管理与信息化 

①101 思想政

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0 管理学

（自命题 150

分） 

1、管理信息系统 

2、物流学概论 

3、技术经济学 

4、工程项目管理 

(四选一) 

不招同

等学历 

1、管理学（第二版），孙丽君、

王满四，高等教出版社，2014 

2、管理信息系统(第五版), 黄梯

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3、物流学概论(第 4 版)，崔介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物流系

统规划，谢如鹤等，中国物资出版

社，2015 

4、技术经济学(第 2 版)，刘晓君

等，科学出版社，2013 

5、工程项目管理，王雪青等，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1 

1202Z1 现代物流与供应

链 

01 物流与供应链系统优

化 

02 物流电商一体化运作

管理 

03 冷链物流技术与运作

管理 

1202Z2 建设与房地产管

理 

01 建设项目管理 

02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03 现代物业资产运营 

1251 工商管理硕士 

（MBA,非全日制） 

①199 管理类

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 

3、管理学 

招同等

学历 

管理学（第二版），孙丽君、王满

四，高等教出版社，2014 

1253 会计硕士 

（MPAcc，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 

 

①199 管理类

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 

3、会计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加考：

基础会计、财务会

计） 

招同等

学历 

1、财务会计学（第十一版），戴

德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8 

2、财务管理（第八版），荆新、

王化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审计学（第八版），宋常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同等学力加考的参考书：会计

学(第六版)，刘永泽、陈文铭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1254 旅游管理硕士 

（MTA，非全日制） 

01 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

理 

①199 管理类

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 

3、旅游综合 

招同等

学历 

旅游资源与开发（第三版），甘枝

茂、马耀辉，南开大学出版社，20

13 



 

02 旅游企业管理 

03 会展与节事管理 

1256 工程管理硕士 

（MEM，非全日制） 

①199 管理类

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 

3、工程项目管理 

招同等

学历 

工程项目管理，王雪青等，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 

说明：1251工商管理硕士（MBA非全日制专硕）、1254 旅游管理硕士（MTA非全日制专硕）、1256工

程管理硕士（MEM非全日制专硕）报考条件中有对考生工作经验的要求： 

①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②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 年或 5 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

同等学力的人员； 

③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具体报名条件请查询教育部相关文件，以教育部当年的规定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