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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统考硕士研究生复试通知 
 

一、相关情况说明 
1. 时间：3 月 18 日（周一）11:00–12:00 学院复试资格确认, 领取相关资料,了解复试安排及要求； 

 2. 地点：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平路 1500 号同济大厦 A 楼 1301 室，地铁 10 号线 同济大学站 1 号出口）。 
3. 说明 （1）复试资格复查（学校）：参加笔试前，到同济大学研招处（四平路 1500 号，瑞安楼 512 室）进行资

格复查。（2）复试资格确认（必须到学院现场确认后，方可参加复试）：①复试通知书（经研招处盖章）；②准考

证；③身份证；④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应届毕业生，应带有效的学生证）⑤《同济大学研究生政治审查表》（考

生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必须签字、盖章）。（3）准备复试材料（装订成册）：①个人简历；②个人陈述；③大学

期间成绩单原件（应届生出具原件并加盖本科学校成绩专用公章、往届生也可以在复印件上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图

章）；④外语能力水平证明复印件；⑤科研成果、获奖证书、检索证明或证明文件等复印件，以及其他可体现自身

能力的相关材料复印件。请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地点参加复试，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二、具体安排 

专业名称 

复试内容 

备

注 

笔试 （总分：150） 面试（总分：200） 

1.专业外语：满分 50；2.专业课：满分 100。 1.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品质等（合格与否）; 
2.外语口语、听力（50）；   
3.专业和综合素质

（150）。                 专业课复试科目 时间 地点 

时间 地点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3 月 18 日

（周 一 ）                   

下午 

13:00-16:00  

 

同济

大厦

A 楼 

3 月 19 日

（周 二 ）                   

下午 13:30   

开始 

同济

大厦 

A 楼 

复

试

教

室

详

见

学

院

网

站 

财政学 财政学 

金融学 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管理科学； 
02 管理理论与工业工程； 
03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05 建设工程管理 

01、02：运筹学 

03：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管理信息系统 

05：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会计学 会计学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初试时未选“管理学概论” 
者，复试科目必须为“管理学概论”） 

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初试时未选《管
理学概论》者，复试科目必须为《管理
学概论》） 

公共管理： 与研究方向一致 

全日制专业学位：工业工程、
物流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经济学 

 
备注： 1.《复试通知书》（自行下载，网址：http://yjszs.tongji.edu.cn/）； 

        2. 学院咨询：四平路 1500 号同济大厦 A 楼 1301 室   陶老师  021-65983383；  
3. 附件（请登录学院网站：http://sem.tongji.edu.cn/semch/ ---“招生信息”下载） 

（1）《2019 年拟招收统考硕士研究生专业及导师一栏表》 
（2）《报考导师志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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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拟招收统考硕士研究生专业及导师一栏表 

一、学术型：                                                                                                            

1. 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                                                     

2.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管理理论与工业工程、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建设工程管理、创新与技术管理；                                 

3.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会计学、技术经济及管理；                                                                                                                                                 

4.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与城市治理、土地资源管理、社会发展与管理、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公共卫生与管理；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型：工业工程、物流工程、项目管理 

 

一级学科 专 业 研究方向 
可招统考硕士生导师 

（实际招生导师将根据各学科专业复试情

况，结合考生和导师意愿适当调整）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00 

01.管理科学 方向 1：王效俐、郑小金 
02.管理理论与工业工程 方向 2、3：尤建新、霍佳震、段永瑞、胡照林、王

世进、刘光富、张小宁、王霞、邱灿华、王继平、

蔡三发、杜学美、刘明、张艳霞 03.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方向 4：朱茂然、周中允、许玮元  
05.建设工程管理 

方向 5：乐云、王广斌、关贤军、孙继德、胡文发、

高显义、刘惠敏  
06.创新与技术管理 方向 6：陈强  

工商                                             
管理 

会计学         

120201 

01.会计理论与方法 

白云霞、佟爱琴、唐 伟  
02.国际会计 

03.审计理论与方法 

04.会计信息化 

05.财务管理 

企业管理   

120202 

01.战略管理 
雷星晖、赵海峰、陈守明、苏涛永、米黎钟、苏依

依 02.创新创业管理 

03.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任浩、罗瑾琏、魏 峰、闫淑敏、钟 竞、程国萍 

04.营销管理 童春阳、王莉、叶明海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04 

01.工程经济与项目评价 

陈松、张玉臣、吴宗法、邵颖红   02.风险投资与创业管理 

03.投资决策分析 

04.技术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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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管理 

公共管理                                           
120400 

01.行政管理与城市治理  

程名望、韩传峰、张超、周向红、杨蓓蕾、葛乃旭、

王珍愚、臧漫丹  
03.社会发展与管理  

04.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 

05. 公共卫生与管理 

02.土地资源管理 施建刚、何芳、钱瑛瑛 

应用                      
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020202                            

01.城市与区域经济规划 

林善浪、黎德福、冯晓、张丽华    02.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03.城市经济与管理 

财政学                         

020203 

01.财政理论与应用 

李 永、郝凤霞、石建勋 
02.税收政策与管理 

03.财政政策与资本市场 

04.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 

金融学                     

020204 

01.资本市场理论及投资管理 

钟宁桦、阮青松、石建勋、王海艳、马卫锋、王晓

博、叶欣、孙丽华、KIM KENNETHANDREW 
02.商业银行管理 

03.金融工程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04.风险管理与保险学 

产业经济学                                         

020205 

01.城市化与产业经济 

石建勋、程国强、郝凤霞、楼 永 02.产业经济与区域开发 

03.产业经济与制度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020206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李 永、周 华、程国强、胡 靖  02.国际融资与跨国投资 

03.国际商务方式与组织 

04.服务业国际服务贸易 

全日制 
专业学位 

全日制专业学位

（领域） 

1.工业工程 （085236）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导师，不限于上述导师 2.物流工程（085240） 

3.项目管理 （085239） 

 

备注： 1. 实际招生导师将根据各学科专业复试情况，结合考生和导师意愿适当调整； 

       2. 信息查询详见学院网站： http://sem.tongji.edu.cn/semch/ -“师资队伍”；       

           3. 咨询：本硕博中心  65983383。       

 

http://sem.tongji.edu.cn/prof/prof_detail.jsp?user=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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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统考硕士研究生复试 

报考导师志愿表 

 

姓名  报考类别 （学术型 □    专业学位 □ 请划√确认） 

复试 
专业 

 
导师 1  导师 2  

研究 
方向 

 

是否服 
从调剂 

是 □       否 □  

请划 √ 确认 

调剂 
专业 

1  导师  

2  导师  

Email  手机  签名  

 

说明： 1. 明确本人的报考类型（学术型或专业学位型），参考《2019 年拟招收统考硕士研究生专业及导师 

一栏表》清楚填写拟报考导师和专业方向等相关信息。 

2.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请务必于 3 月 18 日（周一）12:00 前必须向学院复试资格确认现场提交： 

①《同济大学研究生政治审查表》； 

②《报考导师志愿表》； 

③《复试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