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代码 1203 单位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覆盖二级学科

名称及代码

农业经济与管理（120301）；林业经济与管理（120302）；农村金融（1203Z1）；农村与区域

发展（1203Z2）；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1203Z3）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能够在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或者高端管理工作的拔尖

创新型人才。

获本学科博士学

位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

具有健全人格、高尚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宽厚扎实的

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与良好的数理分析技能；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较好的批

判思维与创新能力、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学术交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熟练掌握

一门外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4年，最长不超过 6 年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
总学分≥25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18 学分,学术交流=1 学分，实践训练=2 学分，论文开题报告

=2 学分，中期考核=2 学分

研究方向

1.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2. 农业组织与市场；3. 资源经济与林业管理；4. 农村金融管理；

5. 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6. 农林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7. 生态环境与农村可持续发展；8. 农

林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评价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与

学分要求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博士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学分=4

8190007 博士外国语 2 32 秋 必修

8141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6 秋 必修

学科专业必

修课学分=9

8132010 计量经济学 III 3.5 56 春 必修

8132011 微观经济学 III 3 48 秋 必修

9134005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前沿 2.5 40 秋 必修

选修课学分

≥5

8133002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法 II 2 32 秋 选修

8132012 宏观经济学 III 3 48 春 选修

8132013 农业资源经济与管理 II 2 32 春 选修

9134006 高级发展经济学与农村发展 2 32 春 选修

9134007 金融发展理论 2 32 秋 选修

8132005 高级统计学 2 32 秋 选修

6132018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 16 春 选修

可跨学科选择与自己研究领

域相关的博士或硕士课程 1

门

2 选修

研究生跨学科选修博士或硕

士课程，考核成绩合格者，

可折算 2 学分。

补修课

6132001 计量经济学 II 0 秋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

取的研究生至少应补修本学

科硕士高年级主干课程 3

门。

6132002 微观经济学 II 0 秋

6132004 宏观经济学 II 0 秋

“双一流”高校开设的相关慕

课或网络课程
0

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http://yjspy.nwsuaf.edu.cn/course/showCourseDetail.do?id=203691


培养环节 学分 时间安排

1.制订个人培养计划 0
认真研读专业培养方案，经与导师商讨后，于入学后 1 个月内完成课程学

习计划及阶段目标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在取得博士学籍后第 2 学期内完成。

2.论文开题 2

博士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应于第 4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到中期考核时间间

隔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时间）原则上不

少于 24 个月。

3.中期考核 2 博士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第 5学期结束前完成。

4.学术交流（含学术诚信与学

术规范）
1

（1）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5 次，

且本人在校内做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以本人学术报告单及学术报告记录为考

核依据，获得 0.5 学分。

（2）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国外）不少于

2次，以会议邀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获得 0.5 学分；或者在学期

间参加 3个月及以上的国内、国外合作交流（含联合培养）不少于 1 次，以交

流院校（国内）或学校国际交流处（国外）提供的学习证明材料等为考核依据，

获得 0.5 学分。

5.实践训练（含科研实践、教

学辅助实践、社会实践）
2

（1）科研实践（必修，1 学分）：累计不少于 3 个月，包含参加课题研

究；协助农村、企业、科研单位解决生产及科研中的技术问题等。

在学期间主持校级及以上科创或科研项目，或者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者（一等奖及以上奖励，认定前 2位完成人；其他等级奖励，仅认定第 1 完成

人；校级及以上团体奖励，团队成员（一般为 3 人）均可认定）。

（2）教学辅助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三选一）：

教学辅助实践（1 学分）：担任至少 1 门课程的助教工作，可以教学助理、

组织讨论、辅导答疑、资料搜集、毕业论文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或者熟练掌

握某种研究方法或计量软件的研究生，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不少于 8 课时的交流

授课；

管理实践（1学分）：担任至少 6个月以上校内管理部门工作助手，能够

独立承担该部门部分管理工作；

社会实践（1 学分）：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

其他社会调查工作；或者开展至少 1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

注：有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社会实践，申请免修人员

应提出免修申请，依据有关程序办理免修手续后，获得 1学分。

6.其他要求

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

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2 篇，其中 A1、A2 类期刊论文 1 篇（参见经济管理学院认

定的学术期刊目录（试行）），CSSCI 期刊收录论文 1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或者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

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其中 A3 类期刊论文 1篇（参见经济管理学院

认定的学术期刊目录（试行）），CSSCI 期刊收录论文 2 篇，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均为第一署名单位。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学术型硕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代码 1203 单位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覆盖二级学科

名称及代码

农业经济与管理（120301）；林业经济与管理（120302）；农村金融（1203Z1）；农村与区域

发展（1203Z2）；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1203Z3）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能够在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或者高端管理工作的拔尖

创新型人才。

获本学科博士学

位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

具有健全人格、高尚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宽厚扎实的

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与良好的数理分析技能；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较好的批

判思维与创新能力、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学术交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熟练掌握

一门外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5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
总学分≥3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32 学分, 学术交流=1 学分，实践训练=2 学分，论文开题报

告=2 学分，中期考核=2 学分

研究方向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2. 农业组织与市场；3. 资源经济与林业管理；4. 农村金融管理；5.

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6. 农林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7. 生态环境与农村可持续发展；8. 农林资

源环境治理与政策评价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与

学分要求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硕博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学分=9

8190007 博士外国语 2 32 秋 必修

8141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6 秋 必修

614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秋 必修

6181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6 春、秋 必修

6300001 中文科技论文写作 2 32 秋
分流获得博士资格的硕博连

读生博士外国语为英语的选

择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博士

外国语非英语的选择中文科

技论文写作
8300002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2 32 秋

学科专业必

修课学分

=9

8132010 计量经济学 III 3.5 56 春 必修

8132011 微观经济学 III 3 48 秋 必修

9134005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前沿 2.5 40 秋 必修

选修课学分

≥14

6132001 计量经济学 II 3 48 秋 选修

6132002 微观经济学 II 3 48 秋 选修

7134016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2 32 春 选修

8133002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法 II 2 32 秋 选修

8132012 宏观经济学 III 3 48 春 选修

8132013 农业资源经济与管理 II 2 32 春 选修

9134006 高级发展经济学与农村发展 2 32 春 选修

8132005 高级统计学 2 32 秋 选修

9134007 金融发展理论 2 32 秋 选修



6132006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II 2 32 春 选修

6132010

6132009

区域经济学 II 2 32 秋 选修

6132009

7134018

产业经济学 II 2 32 秋 选修

7134018

7134002

农业组织与行为 2 32 秋 选修

7134002 计量经济软件及应用 2 32 春 选修

7134019

7134017

公司战略管理 2 32 秋 选修

7134017 农村发展与治理 2 32 秋 选修

7134023 社会经济空间数据分析 2 32 春 选修

7134020 数字农业运营管理 2 32 秋 选修

7134021 食品经济与管理 1 16 秋 选修

7134022 品牌塑造与管理专题 2 32 春 选修

6132018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 16 春 选修

可跨学科选择与自己研究领

域相关的博士或硕士课程 1

门

2 选修

研究生跨学科选修博士或硕

士课程，考核成绩合格者，

可折算 2 学分。

补修课

2133327 农业经济学（本） 0 秋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

取的硕博研究生至少应补修

3门本科高年级主干课程。

1132001 微观经济学（本） 0 春

1132006 计量经济学（本） 0 秋

1132005 管理学原理（本） 0 秋

“双一流”高校开设的相关

慕课或网络课程
0

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学分 时间安排

1.制订个人培养计划 0
认真研读专业培养方案，经与导师商讨后，于入学后 1 个月内完成课程学

习计划及阶段目标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在取得博士学籍后第 2 学期内完成。

2.论文开题 2

硕博连读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应于硕士入学后第 6 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到

中期考核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24 个月。

3.中期考核 2 硕博连读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第 7 学期结束前完成。

4.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 0

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应于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考核工作小组对申请

者的思想情况、业务学习、外语水平、科研能力以及培养潜质进行综合考核评

价，研判其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素质。

通过硕博连读资格考核的研究生，在办理博士生入学注册手续后正式转为

博士生，按博士生培养并享受博士生助学金待遇；未通过硕博连读资格认定考

核者，继续按照硕士进行培养。

5.学术交流（含学术诚信与学

术规范）
1

（1）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5 次，

且本人在校内做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以本人学术报告单及学术报告记录为考

核依据，获得 0.5 学分。

（2）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国外）不少于

2次，以会议邀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获得 0.5 学分；或者在学期

间参加 3个月及以上的国内、国外合作交流（含联合培养）不少于 1 次，以交

流院校（国内）或学校国际交流处（国外）提供的学习证明材料等为考核依据，

获得 0.5 学分。

http://yjspy.nwsuaf.edu.cn/course/showCourseDetail.do?id=203691


6.实践训练（含科研实践、教

学辅助实践、社会实践）
2

（2）科研实践（必修，1 学分）：累计不少于 3 个月，包含参加课题研

究；协助农村、企业、科研单位解决生产及科研中的技术问题等。

在学期间主持校级及以上科创或科研项目，或者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者（一等奖及以上奖励，认定前 2位完成人；其他等级奖励，仅认定第 1 完成

人；校级及以上团体奖励，团队成员（一般为 3 人）均可认定）。

（2）教学辅助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三选一）：

教学辅助实践（1 学分）：担任至少 1 门课程的助教工作，可以教学助理、

组织讨论、辅导答疑、资料搜集、毕业论文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或者熟练掌

握某种研究方法或计量软件的研究生，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不少于 8 课时的交流

授课；

管理实践（1学分）：担任至少 6个月以上校内管理部门工作助手，能够

独立承担该部门部分管理工作；

社会实践（1 学分）：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

其他社会调查工作；或者开展至少 1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

注：有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社会实践，申请免修人员

应提出免修申请，依据有关程序办理免修手续后，获得 1学分。

7.其他要求

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

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2 篇，其中 A1、A2 类期刊论文 1 篇（参见经济管理学院认

定的学术期刊目录（试行）），CSSCI 期刊收录论文 1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或者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

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其中 A3 类期刊论文 1篇（参见经济管理学院

认定的学术期刊目录（试行）），CSSCI 期刊收录论文 2 篇，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均为第一署名单位。

硕博生转博考核中，应完成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论文 1 篇。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代码 1203 单位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覆盖二级学科

名称及代码

农业经济与管理（120301）；林业经济与管理（120302）；农村金融（1203Z1）；农村与区

域发展（1203Z2）；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1203Z3）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知

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能够从事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获本学科硕士学

位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

具有健全人格、高尚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坚实宽厚的农林经济管理基础理论与专业

知识；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与团队合作能力；具有较好的科研

潜质与创新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 3年，最长不超过 4 年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
总学分≥36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28 学分，学术交流=2 学分，实践训练=2 学分，论文开题

报告=2 学分，中期考核=2 学分

研究方向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2. 农业组织与市场；3. 资源经济与林业管理；4. 农村金融管理；

5. 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6. 农林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7. 生态环境与农村可持续发展；8. 农

林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评价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与

学分要求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

期
硕士 备注

公共必修

课=7 学分

6190001 硕士外国语 4 64 春、秋 必修

814100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秋 必修

6181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6 春、秋 必修

学科专业

必修课

=8 学分

6132001 计量经济学 II 3 48 秋 必修

6132002 微观经济学 II 3 48 秋 必修

7134016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2 32 春 必修

选修课

≥13 学分

8133002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法 II 2 32 秋 选修

6132004 宏观经济学 II 3 48 秋 选修

7134017 农村发展与治理 2 32 秋 选修

7134018 农业组织与行为 2 32 秋 选修

6132009 产业经济学 II 2 32 秋 选修

7134019 公司战略管理 2 32 秋 选修

8134002 金融经济学 2 32 春 选修

6132014 区域分析与规划 2 32 春 选修

7134023 社会经济空间数据分析 2 32 春 选修

7134020 数字农业运营管理 2 32 秋 选修

7134021 食品经济与管理 1 16 秋 选修

7134022 品牌塑造与管理专题 2 32 春 选修

6132006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II 2 32 春 选修

7134002 计量经济软件及应用 2 32 春 选修

6132018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 16 春 选修 6132018

http://yjspy.nwsuaf.edu.cn/course/showCourseDetail.do?id=203691
http://yjspy.nwsuaf.edu.cn/course/showCourseDetail.do?id=203691


可跨学科选择与自己研究领域

相关的硕士或本科课程 1 门
选修

研究生跨学科选修硕士课程，考

核成绩合格者，可折算 2 学分；

本科课程，可折算 1学分。

补修课

2133327 农业经济学（本） 0 秋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取的

硕博研究生至少应补修 3门本科

高年级主干课程。

1132001 微观经济学（本） 0 春

1132006 计量经济学（本） 0 秋

1132005 管理学原理（本） 0 秋

“双一流”高校开设的相关慕

课或网络课程
0

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学分 时间安排

1.制订个人培养计划 0
认真研读专业培养方案，经与导师商讨后，于入学后 1 个月内完成课程学

习计划及阶段目标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在第 2学期内完成。

2.论文开题 2

硕士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应于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到中期考核时间间

隔原则上不少于 6个月。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时间）原则上不

少于 12 个月。

3.中期考核 2 硕士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第 5 学期结束前完成。

4.学术交流（含学术诚信

与学术规范）
2

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10 次，以本

人学术报告单为考核依据，获得 1学分。如果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国

内外学术交流会议且做学术报告，1次报告相当于听 4次院级报告，以会议邀

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

5.实践训练（含科研实践、

教学辅助实践、社会实践）
2

（1）科研实践（必修，1 学分）：累计不少于 1 个月，包含参加课题研

究；协助农村、企业、科研单位解决生产及科研中的技术问题等。

在学期间主持校级及以上科创或科研项目，或者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者（一等奖及以上奖励，认定前 2位完成人；其他等级奖励，仅认定第 1 完成

人；校级及以上团体奖励，团队成员（一般为 3 人）均可认定）。

（2）教学辅助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三选一）：

教学辅助实践（1 学分）：担任至少 1 门课程的助教工作，可以教学助理、

组织讨论、辅导答疑、资料搜集、毕业论文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或者熟练掌

握某种研究方法或计量软件的研究生，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不少于 8 课时的交流

授课；

管理实践（1 学分）：担任至少 6个月以上校内管理部门工作助手，能够

独立承担该部门部分管理工作；

社会实践（1 学分）：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

其他社会调查工作；或者开展至少 1 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

注：有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社会实践，申请免修人员

应提出免修申请，依据有关程序办理免修手续后，获得 1 学分。

6.其他要求

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公开发表

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或者以团队形式在 CSSCI 收录期刊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团队成员不超过 3人（论文合作署名

者只能是硕士研究生）；或者个人 1 项研究（诊断）结果被企业、政府采纳（需

要提供完整规范的研究报告和成果认定报告）。

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

者）在 CSSCI 收录期刊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文授课国际学生）

学科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代码 1203 单位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覆盖二级学科

名称及代码

农业经济与管理（120301）；林业经济与管理（120302）；农村金融（1203Z1）；农村与区域

发展（1203Z2）；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1203Z3）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能够在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或者高端管理工作的拔尖创新型人

才。

获本学科博士学

位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

具有健全人格、高尚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宽厚扎实的

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与良好的数理分析技能；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较好的批

判思维与创新能力、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学术交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熟练掌握

中文。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 4年，最长 6年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
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20 学分, 论文开题报告=2 学分，中期考核=2 学分，学术交

流=1 学分，实践训练=2 学分

研究方向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2. 农业组织与市场；3. 资源经济与林业管理；4. 农村金融管理；5.

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6. 农林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7. 生态环境与农村可持续发展；8. 农林资

源环境治理与政策评价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与

学分要求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博士

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7 学分

6231005 综合汉语 I 2 90 秋 必修

6231006 综合汉语 II 2 90 春 必修

6231003 中国概况 2 32 春 必修

6231004 中国文化实践 1 32 春 必修

学科专业

必修课

=9 学分

8132010 计量经济学 III 3.5 56 春 必修

8132011 微观经济学 III 3 48 秋 必修

9134005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前沿 2.5 40 秋 必修

选修课

≥4学分

8133002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法 II 2 32 秋 选修

8132012 宏观经济学 III 3 48 春 选修

8132013 农业资源经济与管理 II 2 32 春 选修

9134006 高级发展经济学与农村发展 2 32 春 选修

9134007 金融发展理论 2 32 秋 选修

8132005 高级统计学 2 32 秋 选修

可跨学科选择与自己研究领域相

关的博士或硕士课程 1门
2 选修

研究生跨学科选修博士或硕

士课程，考核成绩合格者，

可折算 2 学分。

补修课

6132001 计量经济学 II 0 秋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

取的研究生至少应补修本学

科硕士或本科高年级主干课

程 3门。

6132002 微观经济学 II 0 秋

1132001 微观经济学（本） 0 春

1132006 计量经济学（本） 0 秋

1132005 管理学原理（本） 0 秋



2133327 农业经济学（本） 0 秋

“双一流”高校开设的相关慕课或

网络课程
0

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学分 时间安排

1.制订个人培养计划 0
认真研读专业培养方案，经与导师商讨后，于入学后 1 个月内完成课程学

习计划及阶段目标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在转入专业学院后第 2 学期内完成。

2.论文开题 2

博士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应于转入专业学院后第 4 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到

中期考核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24 个月。

3.中期考核 2 博士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转入专业学院后第 5 学期结束前完成。

4.学术交流（含学术诚信与学

术规范）
1

（1）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5 次，

且本人在校内做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以本人学术报告单及学术报告记录为考

核依据，获得 0.5 学分。

（2）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国外）不少于

2次，以会议邀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获得 0.5 学分；或者在学期

间参加 3个月及以上的国内、国外合作交流（含联合培养）不少于 1 次，以交

流院校（国内）或学校国际交流处（国外）提供的学习证明材料等为考核依据，

获得 0.5 学分。

5.实践训练（含科研实践、教

学辅助实践、社会实践）
2

（1）科研实践（必修，1 学分）：累计不少于 3 个月，包含参加课题研

究；协助农村、企业、科研单位解决生产及科研中的技术问题等。

在学期间主持校级及以上科创或科研项目，或者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者（一等奖及以上奖励，认定前 2位完成人；其他等级奖励，仅认定第 1 完成

人；校级及以上团体奖励，团队成员（一般为 3 人）均可认定）。

（2）中外交流实践、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三选一）：

中外交流实践（1学分）：参与至少 1 篇以研究生（除本人）为第一作者

的 SSCI、SCI、EI 收录论文的语言辅助工作，或提供海外调研数据；或者参与

其他中外交流类公益实践项目至少 1项。

社会实践（1 学分）：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

其他社会调查工作；或者开展至少 1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

社会服务（1学分）：个人 1项研究（诊断）结果被国内外企业、政府采

纳（需要提供完整规范的研究报告和成果认定报告）；或至少主编或参编出版

1本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专著。

注：有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社会实践，申请免修人员

应提出免修申请，依据有关程序办理免修手续后，获得 1学分。

6.其他要求

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

的 SSCI、SCI、EI 或者 CSSCI 期刊收录论文不少于 1篇（需提供相应的收录检

所证明或者导师签名的论文接收电子邮件纸质版）。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英文授课国际学生）

学科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代码 1203 单位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覆盖二级学科

名称及代码

农业经济与管理（120301）；林业经济与管理（120302）；农村金融（1203Z1）；农村与区域

发展（1203Z2）；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1203Z3）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能够在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或者高端管理工作的拔尖创新型人

才。

获本学科博士学

位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

具有健全人格、高尚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宽厚扎实的

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与良好的数理分析技能；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较好的批

判思维与创新能力、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学术交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熟练掌握

中文。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 4年，最长 6年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
总学分≥2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17 学分, 论文开题报告=2 学分，中期考核=2 学分，学术交

流=1 学分，实践训练=2 学分

研究方向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2. 农业组织与市场；3. 资源经济与林业管理；4. 农村金融管理；5.

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6. 农林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7. 生态环境与农村可持续发展；8. 农林资

源环境治理与政策评价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与

学分要求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博士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7 学分

6231001E 汉语 4 214 秋 必修

6231003E 中国概况 2 32 秋 必修

6231004E 中国文化实践 1 32 春 必修

学科专业

必修课

=8 学分

8132010E 计量经济学 III 3 48 春 必修

8132011E 微观经济学 III 3 48 秋 必修

9134002E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前沿 2 32 春 必修

选修课

≥2学分

9134004E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 3 48 秋 选修

8134006E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III 3 32 秋 选修

7134002 计量经济软件及应用 2 32 春 选修

8133002E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法 II 2 32 秋 选修

9134007E 金融发展理论 2 32 秋 选修

可跨学科选择与自己研究领域相

关的博士或硕士课程 1门
2 选修

研究生跨学科选修博

士或硕士课程，考核成

绩合格者，可折算 2学

分。

补修课

6132001 计量经济学 II 0 秋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

学科录取的研究生至

少应补修本学科硕士、

本科高年级主干课程

或相关网络课程和慕

课 3 门。

6132002 微观经济学 II 0 秋

1132001 微观经济学（本） 0 春

1132006 计量经济学（本） 0 秋



1132005 管理学原理（本） 0 秋

2133327 农业经济学（本） 0 秋

“双一流”高校开设的相关慕课、

网络课程或世界知名高校开设的

国际化课程

0

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学分 时间安排

1.制订个人培养计划 0
认真研读专业培养方案，经与导师商讨后，于入学后 1 个月内完成课程学

习计划及阶段目标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在第 2 学期内完成。

2.论文开题 2

博士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应于第 4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到中期考核时间间

隔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时间）原则上不

少于 24 个月。

3.中期考核 2 博士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第 5学期结束前完成。

4.学术交流（含学术诚信与学

术规范）
1

（1）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5 次，

且本人在校内做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以本人学术报告单及学术报告记录为考

核依据，获得 0.5 学分。

（2）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国外）不少于

2次，以会议邀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获得 0.5 学分；或者在学期

间参加 3个月及以上的国内、国外合作交流（含联合培养）不少于 1 次，以交

流院校（国内）或学校国际交流处（国外）提供的学习证明材料为考核依据，

获得 0.5 学分。

5.实践训练（含科研实践、教

学辅助实践、社会实践）
2

（1）科研实践（必修，1 学分）：累计不少于 3 个月，包含参加课题研

究；协助农村、企业、科研单位解决生产及科研中的技术问题等。

在学期间主持校级及以上科创或科研项目，或者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者（一等奖及以上奖励，认定前 2位完成人；其他等级奖励，仅认定第 1 完成

人；校级及以上团体奖励，团队成员（一般为 3 人）均可认定）。

（2）中外交流实践、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三选一）：

中外交流实践（1学分）：参与至少 1 篇以研究生（除本人）为第一作者

的 SSCI、SCI、EI 收录论文的语言辅助工作，或提供海外调研数据；或者参与

至少 1 项的其他中外交流类公益实践项目。

社会实践（1 学分）：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

其他社会调查工作；或者开展至少 1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

社会服务（1学分）：个人 1项研究（诊断）结果被国内外企业、政府采

纳（需要提供完整规范的研究报告和成果认定报告）；或至少主编或参编出版

1本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专著。

注：有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社会实践，申请免修人员

应提出免修申请，依据有关程序办理免修手续后，获得 1学分。

6.其他要求

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

的 SSCI、SCI、EI 或者 CSSCI 期刊收录论文不少于 1篇（需提供相应的收录检

所证明或者导师签名的论文接收电子邮件纸质版）。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文授课国际学生）

学科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代码 1203 单位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覆盖二级学科

名称及代码

农业经济与管理（120301）；林业经济与管理（120302）；农村金融（1203Z1）；农村与区

域发展（1203Z2）；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1203Z3）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知识、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能够从事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应用

型人才。

获本学科硕士学

位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

具有健全人格、高尚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坚实宽厚的农林经济管理基础理论与专业

知识；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与团队合作能力；具有较好的科研

潜质与创新能力；熟练掌握中文。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 3年，最长 4 年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
总学分≥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28 学分，学术交流=2 学分，论文开题报告=2 学分，中期

考核=2 学分

研究方向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2. 农业组织与市场；3. 资源经济与林业管理；4. 农村金融管理；

5. 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6. 农林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7. 生态环境与农村可持续发展；8. 农

林资源环境治理与政策评价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与

学分要求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

期
硕士 备注

公共必修

课=7 学分

6231005 综合汉语 I 2 90 秋 必修

6231006 综合汉语 II 2 90 春 必修

6231003 中国概况 2 32 秋 必修

6231004 中国文化实践 1 32 春 必修

学科专业

必修课

=8 学分

6132001 计量经济学 II 3 48 秋 必修

6132002 微观经济学 II 3 48 秋 必修

7134016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2 32 春 必修

选修课

≥13 学分

8133002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法 II 2 32 秋 选修

6132004 宏观经济学 II 3 48 秋 选修

7134017 农村发展与治理 2 32 秋 选修

7134018 农业组织与行为 2 32 秋 选修

6132009 产业经济学 II 2 32 秋 选修

7134019 公司战略管理 2 32 秋 选修

8134002 金融经济学 2 32 春 选修

6132014 区域分析与规划 2 32 春 选修

7134023 社会经济空间数据分析 2 32 春 选修

7134020 数字农业运营管理 2 32 秋 选修

7134021 食品经济与管理 1 16 秋 选修

7134022 品牌塑造与管理专题 2 32 春 选修



6132006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II 2 32 春 选修

7134002 计量经济软件及应用 2 32 春 选修

6132018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 16 春 选修

可跨学科选择与自己研究领

域相关的硕士或本科课程 1

门

选修

研究生跨学科选修硕士课程，考

核成绩合格者，可折算 2学分；

本科课程，可折算 1学分。

补修课

2133327 农业经济学（本） 0 秋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取

的硕博研究生至少应补修3门本

科高年级主干课程。

1132001 微观经济学（本） 0 春

1132006 计量经济学（本） 0 秋

1132005 管理学原理（本） 0 秋

“双一流”高校开设的相关

慕课或网络课程
0

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学分 时间安排

1.制订个人培养计划 0

认真研读专业培养方案，经与导师商讨后，于入学后 1 个月内完成课程学

习计划及阶段目标制订。最迟于转入专业学院后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毕业论文

工作计划。

2.论文开题 2

硕士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应于转入专业学院后第 3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到

中期考核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2 个月。

3.中期考核 2 硕士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转入专业学院后第 5学期结束前完成。

4.学术交流（含学术诚信

与学术规范）
2

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10 次，以本

人学术报告单为考核依据，获得 1学分。如果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国

内外学术交流会议且做学术报告，1次报告相当于听 4次院级报告，以会议邀

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

5.其他要求

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

的学术论文 1 篇或者会议收录论文 1 篇（提交源刊或者导师签名的论文接收电

子邮件纸质版）。

http://yjspy.nwsuaf.edu.cn/course/showCourseDetail.do?id=203691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学科代码: 1203）

研究生主要培养环节要求及考核细则

一、论文开题报告（2 学分）

1.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必须与本人研究方向保持高度一致。论文选题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

献资料，掌握学科发展现状与前沿动态，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开题报告。

博士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应于第 4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生（转入博士阶段研究生）原则上

应于硕士入学后第 6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士生（含硕博连读分流为硕士的研究生）原则上应于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

2.开题报告格式必须符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管理规定》。博士生学

位论文开题论证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一般在每年 1月和 7月前后分两次进行；

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由导师在规定的最迟时间前自主安排。

（1）研究生开题论证小组一般由 5 或 7人组成，包括主席 1人、委员 4或 6人，秘书 1人。

其中，博士生开题论证小组成员应为博士生导师或正高级职称人员，成员中至少有 1 名校外同行

专家或校内另一相近一级学科的博士生导师，组长必须由我校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博士生导师担任；

硕士生开题论证小组的成员应为研究生导师或高级职称人员，成员中至少有 1 名校外同行专家或

校内另一相近一级学科的研究生导师，组长必须由我校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生导师担任。开题报告

人的导师应全程参加开题论证过程。

（2）硕士生申请学位论文开题前须参加学院组织的预审，重点对论文选题是否与专业方向相

吻合进行统一评审，凡预审不通过的硕士生，不允许申请开题。

（3）按期通过论文开题论证者获得 2 学分；未通过者可限期（博士生原则上间隔时间不少于 6

个月，硕士生原则上间隔时间不少于 3个月）重新开题，对多次开题仍未通过者进行分流。研究内

容发生重大调整者，需重新开题（博士生原则上间隔时间不少于 6个月，硕士生原则上间隔时间不

少于 3个月）。

（4）开题到中期考核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博士生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

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24 个月；硕士生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

于 12 个月。

二、中期考核（2 学分）

1. 研究生论文开题论证通过者，应按期参加中期考核，博士生、硕士生（含硕博连读分流为

硕士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应在第 5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生中期考核应在第 7学期结束前完成。



2.本人以 PPT 形式向中期考核小组汇报入学以来的思想情况、业务学习、开题、科研进展情况、

存在的问题以及学位论文进展计划，同时向学科点考核小组提交纸质版的总结报告、文献综述报告

及读书报告。

3.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及阶段目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基本理论、科研能力、培养潜力以及实

际绩效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分为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具体评价标准依据学校、学院有关

通知执行。

4.按期通过中期考核者获得 2学分。中期考核通过者，进入下一阶段工作；中期考核暂缓通过

者，3 个月后可申请再次考核；中期考核不通过者，6 个月后给予 1次重新申请中期考核的机会，

重新中期考核仍未通过者不能获得本环节学分。

三、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

1.学院（所）成立硕博连读生攻读博士学位考核工作小组，在听取申请人汇报的基础上，对申

请者的思想情况、业务学习、外语水平、科研能力以及培养潜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研判其是否具

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素质。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应于第 3学期结束前完成，具体考核方

式和时间依据学校当年关于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相关文件执行。

2.通过硕博连读资格考核的研究生，在办理博士生入学注册手续后正式转为博士生，按博士生

培养并享受博士生奖助学金待遇；未通过硕博连读资格认定考核者，继续按照硕士进行培养。

四、学术交流（1 学分）

1.博士生学术交流考核要求

（1）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5 次，且本人在校内做学术

报告不少于 1次，以本人学术报告单及学术报告记录为考核依据，获得 0.5 学分；

（2）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国外）不少于 2次，以会议邀请函、

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获得 0.5 学分；或在学期间参加 3个月及以上的国内、国外合作交流（含

联合培养）不少于 1次，以交流院校（国内）或学校国际交流处（国外）提供的学习证明材料等为

考核依据，获得 0.5 学分。

2.硕士生学术交流考核要求

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或读书报告会不少于 10 次，以本人学术报告单为考核

依据，获得 1学分。如果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议且做学术报告，1次报

告相当于听 4次院级报告，以会议邀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

五、实践训练（2学分）

实践训练是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包括科研实践、教学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具体考



核要求及时间依据学校有关通知执行。

1.科研实践（必修）：不得等同于学位论文的课题研究（国家级项目除外），一般由导师或导

师小组聘任，主要为研究生参与导师或导师小组教师科研项目申报、实施、结题等情况，以及协助

农村、企业、科研单位解决生产及科研中的技术问题等，博士生科研实践不得少于 3个月，硕士生

科研实践不得少于 1个月，该环节实践结束后，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1500 字的实践总结，经导师

及所在学院审核后，获得 1学分。

在学期间主持校级及以上科创或科研项目，或者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者（一等奖及以上奖

励，认定前 2位完成人；其他等级奖励，仅认定第 1完成人）；校级及以上团体奖励，团队成员（一

般为 3人）均可认定，经过学院考核认定后可以折算为科研实践 1学分。

2. 教学辅助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三选一）：（1）教学辅助实践：担任至少 1门课程

的助教工作，可以教学助理、组织讨论、辅导答疑、资料搜集、毕业论文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任

课教师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或者熟练掌握某种研究方法或计量软件的研究生，在全院范围内开

展不少于 8 课时的交流授课，学院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2）管理实践：担任至少 6 个月以上

校内管理部门工作助手，能够独立承担该部门部分管理工作，由聘用部门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

（3）社会实践：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其他社会调查工作，由派出单位

（课题组）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或开展至少 1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由聘用

单位出具实习证明，获得 1学分。

博士留学生：中外交流实践、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三选一）：（1）中外交流实践（1学分）：

参与至少 1篇以研究生（除本人）为第一作者的 SSCI、SCI、EI 收录论文的语言辅助工作，或提供

海外调研数据；或者参与其他中外交流类公益实践项目至少 1项，由学院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

（2）社会实践（1学分）：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其他社会调查工作，

由派出单位（课题组）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或者开展至少 1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

实践，由聘用单位出具实习证明，获得 1学分；（3）社会服务（1学分）：个人 1项研究（诊断）

结果被国内外企业、政府采纳（需要提供完整规范的研究报告和成果认定报告）；或至少主编或参

编出版 1本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专著，由学院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

硕士留学生：不做实践训练要求。

3. 有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社会实践，申请免修人员应提出免修申请，依

据有关程序办理免修手续后，获得 1学分。

六、获得本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分认定内容与程序

研究生根据培养方案要求，经导师同意，在读期间获得农林经济管理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



可申请免修部分课程，由研究生填写《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职业资格证书学分认定表》，经学科（领

域）负责人审查，学院审核通过，评定成绩为 85 分，作为选修课计入成绩单。

七、网络课程、访学修读课程及跨学科课程的学分认定内容与程序

网络课程（含 MOOCS 课程）：研究生选修开放式网络课程，完成全部学习环节，考核成绩合格，

填写《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选修网络课程学分认定表》，凭成绩证明等材料，经导师同意，学院审

核通过，可计入补修课成绩。

访学课程：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 6个月及以上的国内外交流访学项目，可申请访学修读课程的

学分替换，由研究生填写《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访学修读课程转换与学分认定表》，经导师同意，

学院审核通过，替换为在本校相应学期（学年）应修课程学分。

跨学科课程：研究生在读期间跨学科选修同等级或低一级课程 1门，考核成绩合格者，填写《经

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学分认定表》，凭成绩证明等材料，经导师同意，学院审核通过，硕

士课程每门记 2学分，本科课程每门记 1学分。

八、获得学位应发表的学术论文要求

1.博士生

（1）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

少于 2篇，其中 A1、A2 类期刊论文 1篇（参见经济管理学院认定的学术期刊目录（试行）），CSSCI

期刊收录论文 1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或者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

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其中 A3 类期刊论文 1 篇（参见经济管理学院认

定的学术期刊目录（试行）），CSSCI 期刊收录论文 2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均为第一署名单位。

（2）硕博生转博考核中，应完成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论文 1篇。

2.硕士生

（1）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

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或者以团队形式在 CSSCI 收录期刊

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团队成员不超过

3人（论文合作署名者只能是硕士研究生）；或者个人 1项研究（诊断）结果被企业、政府采纳（需

要提供完整规范的研究报告和成果认定报告）。

（2）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在 CSSCI

收录期刊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八、答辩与学位授予

1.预答辩（仅博士生）。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一般在每年 3月、6月、9



月、12 月前后分四次进行，严格按照学校及学院有关规定执行，对论文质量达不到要求者，坚决不

予通过。

答辩预审（仅硕士生）。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预审结论分优秀、良好、一般、不通过四类，

凡是学位论文预审结论为一般者，答辩前一律进行双盲评审；凡是学位论文预审结论为不通过者，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可申请毕业答辩，但学位论文答辩须推

迟至下一学期。

2.答辩与学位授予。在规定学籍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要求与过程的研究生可申请

毕业答辩，通过答辩者，准予毕业；达到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学位；未达到学位授予要求者,博

士生可在毕业后 2年内申请一次学位论文答辩，硕士生可在毕业后 1年内申请一次学位论文答辩，

具体细则按照研究生院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九、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及考核办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1 《资本论》 马克思 9787200069716 撰写读书报告

2 《经济分析史》 熊彼特 9787100012416 撰写读书报告

3 《改造传统农业》 舒尔茨 9787100041959 撰写读书报告

4 《农业发展经济学》 梅勒 9787810020992 撰写读书报告

5 《农业经营经济学》 布林克曼 撰写读书报告

6 《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 罗斯托 9787220002441 撰写读书报告

7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 9787101023138 撰写读书报告

8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珀金斯 4188-33 撰写读书报告

9 《白银资本》 贡德・弗兰克
978780109345

5
撰写读书报告

10 《中国经济长期的表现（960-2030）》 麦迪森 9787208101203 撰写读书报告

11 《养活世界—农业经济史（1800-2000）》 费德里科 9787565504266 撰写读书报告

12 《二元经济》 刘易斯 9787505857568 撰写读书报告

13 《金融发展理论》 王曙光 9787802345553 撰写读书报告

14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 韩俊 9787807064565 撰写读书报告

15
《穷人的银行家-2006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自

传》
穆罕默德·尤努斯 9787108023643 撰写读书报告

16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 Beatriz Armendariz，
Jonathan Morduch

0-262-01216-2 撰写读书报告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03832&ss_c=ssc.citiao.link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17 《Economics of Forest Resources》 Gregory S. Amacher 9780262012485 撰写读书报告

18
《Environmental &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Tom Tietenberg 9780321485717 撰写读书报告

19 《Economic Geography》
Pierre-Philippe

Combes

978069113942

5
撰写读书报告

20 《管理思想的演变》 雷恩 9787500423553 撰写读书报告

21 《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的方法》 卡斯特 7500428308 撰写读书报告

22 《人类的动机理论》 马斯洛 9787300080086 撰写读书报告

23 《企业再造》 迈克尔·哈默 9787532741557 撰写读书报告

24 《组织变革管理》 帕尔默等 9787300111759 撰写读书报告

25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林毅夫 9787543214262 撰写读书报告

26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林毅夫 9787301043899 撰写读书报告

27 《农业与经济发展》 加塔克 9787800530128 撰写读书报告

28 《经济学方法论》 马克、布劳格 9787100012409 撰写读书报告

29 《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杨小凯 9787500419518 撰写读书报告

30 《财务与会计研究》
鲍勃、瑞安、

罗伯特等
9787111140696 撰写读书报告

31 《江村经济》 费孝通 9787100027953 撰写读书报告

32 《社会学研究方法》 艾尔巴比 9787508048000 撰写读书报告

3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张维迎
978720805276

5
撰写读书报告

34 《新经济地理学原理》 安虎森 9787505883284 撰写读书报告

35 《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 9787301174975 撰写读书报告

36 《公共事物治理之道》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9787542613325 撰写读书报告

37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第三版）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9787542612397 撰写读书报告

38 《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 罗伯特•A•达尔 9787300148724 撰写读书报告

39 《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9787542613318 撰写读书报告

40 《论全球秩序：权力、价值和国际社会的构成》 安德鲁•赫里尔 撰写读书报告

41 《正义的制度：全民福利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逻辑》 博•罗思坦
978730023817

3
撰写读书报告

42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 B.盖伊·彼得斯 9787208100398 撰写读书报告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B.%E7%9B%96%E4%BC%8A%C2%B7%E5%BD%BC%E5%BE%97%E6%96%AF%28B.GUY+PETERS%29&search-alias=books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43 《贫穷和饥荒》 阿马蒂亚·森 7100031869 撰写读书报告

44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 阿马蒂亚·森 9787532373734 撰写读书报告

45 《选择、福利和量度》 阿马蒂亚·森 撰写读书报告

46 《资源、价值和发展》 阿马蒂亚·森 9787206058486 撰写读书报告

47 《企业、市场与法律》 科斯论文集，盛洪译 9787543215924 撰写读书报告

48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王宁，罗纳德•科斯 9787508635101 撰写读书报告

49 《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 科尔曼
978780117295

2
撰写读书报告

50 《中国农业资源区划》 孙颔 9787511603838 撰写读书报告

51 《中国农业土地利用》 孙颔，石玉林 9787534540523 撰写读书报告

52 《粮食经济》 岸根卓郎 9787305034169 撰写读书报告

53
《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

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国家

统计局农村社会经

济调查总队

9787802300743 撰写读书报告

54 《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徐勇 9787500442547 撰写读书报告

55
《“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
陆学艺 9787229063856 撰写读书报告

56 《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陈锡文 9787806366257 撰写读书报告

57
《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

究》
张晓山 9787500433118 撰写读书报告

58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

题的世纪反思》
温铁军 9787501746347 撰写读书报告

59 经济研究 经济学 11-1081/F 撰写论文评论

60 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 11-6010/F 撰写论文评论

61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学 11-1087/F 撰写论文评论

62 经济学动态 经济学 11-1057/F 撰写论文评论

63 中国农村经济 经济学 11-1262/F 撰写论文评论

64 农业技术经济 经济学 11-1883/S 撰写论文评论

65 中国工业经济 经济学 11-3536/F 撰写论文评论

66 经济地理 人文、经济地理学科 43-1126/K 撰写论文评论

67 金融研究 经济学 11-1268/F 撰写论文评论

68 世界经济 经济学 11-1138/F 撰写论文评论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976876&ss_c=ssc.citiao.link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69 国际贸易问题 经济学 11-1692/F 撰写论文评论

70 经济学家 经济学 0013-0613 撰写论文评论

71 会计研究 经济学 11-1078/F 撰写论文评论

72 财经研究 经济学 31-1012/F 撰写论文评论

73 保险研究 经济学 1004-3306 撰写论文评论

74 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学 11-1323/F 撰写论文评论

75 中国农村观察 经济学 11-3586/F 撰写论文评论

76 管理世界 管理学 11-1235/F 撰写论文评论

77 中国软科学 管理学 11-3036/G3 撰写论文评论

78 管理科学学报 管理学 12-1275/G3 撰写论文评论

79 南开管理评论 管理学 12-1288/F 撰写论文评论

80 中国管理科学 管理学 12-1141/O1 撰写论文评论

81 公共管理学报 管理学 11-2835/G3 撰写论文评论

82 统计研究 统计学 33-1136/N 撰写论文评论

83 中国土地科学 资源与环境 1672-6162 撰写论文评论

84 资源科学 资源与环境 11-2267/N 撰写论文评论

85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资源与环境 11-1302/C 撰写论文评论

86 中国人口科学 人口学学科 11-2640/F 撰写论文评论

87 中国社会科学 综合类学科 11-3868/N 撰写论文评论

88 社会学研究 社会（历史）与教育 37-1196/N 撰写论文评论

89 新华文摘 综合性 11-1043/C 撰写论文评论

90 光明日报 综合性 11-1211/C 撰写论文评论

91 人民日报 综合性 11-1281/G4 撰写论文评论

92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综合性 11-1100/C 撰写论文评论

93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综合性 11-1213/K 撰写论文评论

94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综合性 11-1187/Z 撰写论文评论

95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综合性 CN11-0026 撰写论文评论

9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经济学 0002-8282 撰写论文评论

97 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学 撰写论文评论

98 Econometrica 计量经济 0012-9682 撰写论文评论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99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农业经济学 0002-9092 撰写论文评论

100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农业经济学 0021-857X 撰写论文评论

101 Food Policy 农业经济学 0306-9192 撰写论文评论

102 Journal of Finance 金融学 0022-1082 撰写论文评论

103 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金融学 0304-405X 撰写论文评论

104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金融学 0893-9454 撰写论文评论

105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Management

资源环境经济学
0095-0696 撰写论文评论

106 Ecological Economics 资源环境经济学 0921-8009 撰写论文评论

107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资源环境经济学 0095-0696 撰写论文评论

108 Land Economics 土地经济学 0023-7639 撰写论文评论

109 Land Use Policy 土地经济学 0264-8377 撰写论文评论

110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公共经济学 0047-2727 撰写论文评论

111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区域经济学 0022-4146 撰写论文评论

112 Regional Science &Urban Economics 区域经济学 0166-0462 撰写论文评论

11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区域经济学 0013-0079 撰写论文评论

114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管理学 0001-4273 撰写论文评论

115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管理学 0363-7425 撰写论文评论

11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社会学 0002-9602 撰写论文评论

117 Science 科学前沿 0036-8075 撰写论文评论

注：以上文献目录仅为参考，研究生导师也可根据研究生个人特点及研究方向，自行制定导读刊物或者论文，并

作为中期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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