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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大学为一本招生的学校，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源于 1984

年原广州大学经济系，2013 年 3 月由广州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及数学学

院统计系等组建成立。学院设经济系、金融系、国贸系和统计系。学院拥

有 6 个本科专业：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统计学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金融学为省级重点

建设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为省级特色建设专业，2021 年“软科中国大学专

业排名”统计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为 B+，金融学、经济学和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为 B。学院现有教师 80 多人，其中，教授 21 人，副

教授 23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2 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

珠江学者 2 人、二级教授 2 人、三级教授 11 人。博士生导师 15 人，

硕士生导师 48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 94%。 

近年来，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4 项、重点项

目 6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0 多项；在统计学国

际顶级期刊《 Biometrika 》、计量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社会科学国内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管国内顶级期

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获得教育

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1 项、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奖 5 项。 

广州大学统计学科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拥有统计学博士后流

动站, 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统计专业硕士点，博士生导师 15 名，

硕士生导师 20 多名。统计学硕士毕业生可以授予理学硕士学位或经济



 

学硕士学位，统计学博士毕业生可以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或理学博士

学位。 

应用经济学拥有一级学科学术硕士点和金融专业硕士点，其中应

用经济学硕士点包括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数量经济学等 6 个方向，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现有经济

统计方向博士生导师 11 人，学术型硕士生导师 20 多人，金融专业型

硕士生导师 37 人，其中高层次人才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金全

教授。 

本学院 2021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137 人（学硕 27 人，金融硕士 110

人)，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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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招生单位名称：经济与统计学院    

学硕联系人：肖老师       咨询电话：020-39366456 

金融硕士联系人：张老师   咨询电话：020-39337421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 究 方 向 
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  考  书  目 

0202 应用经济学 

01 国民经济学 

02 区域经济学 

03 金融学 

04 产业经济学 

05 国际贸易学 

06 数量经济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7 经济学（含宏观、

微观）（自命题） 

①经济理论[含政

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部分、产业经

济学、国际经济

学、计量经济学] 

 

不招同等学力 经济学（含宏观、微观） 

①《西方经济学》（微观

部分.第六版），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②《西方经济学》（宏观

部分.第六版），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经济理论》不指定参考

书目。 



 

0714 统计学（数理统计方向） 

01 时间序列分析和金融统计 

02 生物统计 

03 应用统计 

04 管理统计与决策 

05 数量金融与保险精算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2 分析与代数（自

命题） 

④836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自命题） 

 

统计学 

 

不招同等学力 分析与代数 

①《数学分析》（上、下

册）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

版，2010 年）； 

②《高等代数与解析几

何》第一版/第二版，同

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2016 年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

程》(第二版),茆诗松、程

依明、濮晓龙著,（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1 年）； 

复试科目 

统计学 

《统计学》（第六版），贾

俊平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5 年）。 

0270 统计学（经济统计方向） 

01、风险管理与金融统计； 

02、宏观经济统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432 统计学（自命题） 

 

①经济学理论（含

宏观与微观） 

②国民经济统计

学 

③计量经济学 

不招同等学力 统计学 

《统计学》（第六版），贾

俊平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5 年） 

复试科目： 

经济学（含宏观、微观） 

①《西方经济学》（微观

部分.第六版），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②《西方经济学》（宏观

部分.第六版），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国民经济统计学 

《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

中国实践》，高敏雪等编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年；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第四

版），庞皓主编，（科学出

版社，2019 年）。 



 

0251 金融硕士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96 经济类联考综合

能力 

④431 金融学综合（自

命题） 

金融学（包含货币

银行学、国际金

融、投资学和公司

金融等） 

不招同等学力 431 金融学综合 

①《货币金融学》（第四

版），戴国强，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社，2018 年 

②《货币金融学》（第十

一版）（经济科学译丛），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复试《金融学》不指定教

材。 

 

注： 

以往三年的自命题科目真题可以到学院免费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