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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財 經 大 學 

對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招收博士研究生簡章 

『企業管理學/管理經濟學博士』 

PhD in Management or Economics  

 

溫總理寄語江財 :你們學校是一所很好的學校  

 

江西財經大學歡迎港、澳、台在職人員報讀《企業管理學/管理經濟

學博士研究生班》，該班有下列的特點： 

 江西財經大學學術地位祟高，師資優秀。頒授的學位國際承認。 

 港澳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同步招生，彈性實務在職學習，香港班利用週末時

間在深圳及廣州上課，同時安排到各地交流考察，全國財脈，亞洲連袂，讓你的工作、

學習、生活更上一層樓。 

 配合國家研究生錄取制度及大學入學要求，提供免費入學考前輔導，協助考生取得正

式錄取入學的資格。考前輔導針對香港考生要求，去年通過率超過 90%。 

 正式錄取入學後，港、澳、台生由大學專門定向培養，按步學習，順利考取博士學位。 

 收費合理。博士班全部學費人民幣 180,000 元。 

 通過學習交流及參加學校校友活動，廣交各方政、商、學界高層人員，擴闊人際網絡，

開拓無限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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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財經大學 - 學校介紹 

國家重點大學 

 

江西財經大學(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英文縮寫 JUFE)創立於 1923 年，

1980 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直屬重點大學。2000 年進一步發展為中央教育部、財政

部與江西省三部聯合共建，以經濟、管理類學科為主，法、工、文、理、農、教育、哲學、

歷史等學科協調發展的重點大學。 

 

江西財經大學在近現代中國大學發展史上是一所具有重要影響的財經類學府，在發展共和國

經濟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過去八十多年來，它始終與國家財政部的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宏

偉事業息息相關。2008 年 2 月 6 日，溫家寶總理與江財師生共度除夕，發表了重要講話，

並稱贊說：“你們學校是所很好的學校”，激勵著學校永保奮鬥精神，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1923 年創校 

 

江西財經大學的前身為 1923 年秋創辦的江西省立商業學院，1958年成立江西財經學院，1996

年和江西財經管理幹部學院合併，組建為江西財經大學。學校坐落江西省會、中國共產黨革

命起源地、有“英雄城”之稱的南昌，涵盧山之氣，揚井岡之魂，臨贛江碧水，接梅嶺煙霞，

有蛟橋園、麥盧園、楓林園、青山園四個校區，佔地面積 2,260 餘畝，建築面積近 90 萬平

方米。校園依山就勢，錯落有致，層重疊眾，潮光瀲灧，是全國綠化 300 佳單位之一。 

 

全國財經院校前三位 

 

學校設有工商管理學院、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會計學院、國際經貿學院、經濟學院、金融

與統計學院、資訊管理學院、旅遊與城市管理學院、軟件與通信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人

文學院、法學院、藝術學院、體育學院(國防教育部)、馬克思主義學院等 15 個教學學院，

MBA 學院、國際學院、職業技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等 4 個管理型學院，以及 1 個獨立學

院現代經濟管理學院。並設有產業經濟研究院、金融發展與風險防範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

政策研究中心等 12 專門的科研機構。 

 

學校 2009 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 12 項，居全國高校第 28 位，自 1997 年以來第 12 次居

江西之首，近 4 年均居全國財經院校前三位；2009 年國家自然基金項目立項 13 項，居全國

財經院校第 2 位；重點高校創辦上市公司校友人數排名全國第六。 

 

校友政企人才輩出 

 

學校現有各類在籍學生 3.9 萬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 3 萬人，教職工 2,200 多人。學校從 1985

年起開始培養研究生，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研究生辦學規模不斷擴大，已經形成了一個從

碩士到博士、學術型到應用型等多層次、開放式的研究生培養體系。目前，學校有各類在籍

研究生 4,000 多人。培養的研究生中，湧現出了大批優秀人才，包括知名學者、省部級領導

以及大企業的技術或管理負責人，他們以民族複興為己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腳踏實地、

開拓創新，為國家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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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堅持開明辦學、開放辦學，國內外 300 餘位著名學者、官員和企業家受聘為學校客座教

授，並與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美國紐約理工學

院等 17 個國家和地區的 75 所名校建立了穩定的合作與交流關系。現有研究生、本科、高職

等各層次學生境外交流項目 80 多個。 

 

學校詳細資料，請查閱學校網址：oec.jxufe.edu.cn 

 

金領學院 – 專業考前輔導課程提供商（港澳臺、北京、廣州、深圳） 

 

金領學院 KINGS COLLEGE，創辦於 2003 年，主要面向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為金融業

界提供卓越的金融認證教育服務。「金融認證」課程主要包括：註冊財務策劃師（RFP）、特

許金融分析師（CFA）、英國註冊財務會計師（AFA）、香港註冊會計師（HKICPA）等。 

 

金領學院教學力量雄厚，依託大學及海外專家資源，構建世界“頂尖”的教學力量，每年均

受地方政府邀請，舉辦“十大經濟學家論壇”及“諾貝爾論壇”。 

 

2007 年開始，金領學院推出中國內地重點高校“本科、碩士、博士學位課程”，受到廣大

學員的青睞與好評，被譽為“金領的搖籃”“金融家的黃埔軍校”。 

 

2010 年開始，金領學院成為江西財經大學港澳臺博士研究生班唯一授權招生單位，負責該

專案在港澳臺、北京、廣州、深圳等地區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及提供考前輔導課程。 

 

江西財經大學高級經濟管理人才培訓中心（港澳臺校友辦）網址：www.Jxufe.hk 

 

升學內地人數激增 

 

隨著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區與中國大陸經濟關係越來越緊密，北上就業與拓展的香港及海外機

構以及香港居民與其他人士越來越多，取得大陸認可的專業學位，已成為很多香港及海外華

人的迫切需求。自 2006 年起，參加中國政府在香港舉辦的中國重點院校碩士、博士入學考

試人數激增，但由於缺乏推廣與專業輔導以及對中國國情及高等教育制度的不熟悉，讓不少

有志報讀人士止步不前。因此，為緩解社會上這一需要，江西財經大學聯合金領學院以及香

港管理專業協會充份利用自身優勢，合作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招收江西財經大學碩士、

博士研究生。 

 

中國大學研究生學習的持點 

 

·嚴進寬出 

中國高等教育體制，對收生、培養以至畢業都有比較嚴格的規定，國家高等教育主管單位在

其中擔當重要的協調及監管任務。首先在入學之前，所有報讀博士、碩士的研究生，包括港、

澳、台居民，必須參加每年一度的國家統一入學考試，通過後才由報讀大學正式錄取，進行

學習。 

 

·考前輔導成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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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了配合社會對人才的需要及不同學校收生的要求，入學考試趨向靈活處理。報讀

研究生仍必需通過入學統考，但考試由過去的中央統籌，傾向在國家宏觀規管下，由各別大

學自行命題，錄取線也由各別大學按自己的收生要求而決定。所以考前參加輔導，認真學習，

實為修讀中國研究生學位的一個關鍵起步點。 

 

·學制靈活，學有所獲 

入學之後，由於中國大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培養計劃比較明確，學習內容及指引也有較強的

結構性，畢業要求也比較具體，而且中國傳統，師生關係會比較密切，學生經正式錄取後，

在學校及老師的引領下，一般都能按步就班、完成學習、取得學位。相對來說，西方國家的

研究生學習，須然入學一般沒有通過統考的規定，但學習結構性比較低，往往需要費時摸索，

師生關係也比較鬆散，特別是在職學員，同時要兼顧工作、家庭與生活，一旦適應不來的話，

就可能會被迫半途而廢。 

 

招生專業 

 

企業管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in Management 

管理經濟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in Economics 

（學習詳情，請參閱本章程第 7 頁)。 

 

報考資格 

 

1. 香港、澳門或台灣地區的永久居民。 

2. 報考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須具有與內地(中國大陸)碩士學位相當的學位。同等學力者

（即學歷未具備學士或碩士學位但經驗足夠者）須事先向江西財經大學提出申請，經學

校審查同意後才可報考。 

3. 可以聽、說普通話及閱讀、書寫中文。品德良好、身體健康。 

4. 有兩名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 

 

報考程式 

 

1. 報考者請先填妥本章程附同的「江西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入學資格審查表」報名表格。 

 

2. 收到報名後，協助合資格報考者向「香港學術交流中心」或廣東省教育廳報名參加

2013-2014 年度內地大學研究生考試。中國大學招生人數受到中國教育部的嚴格限制，

學額有限，年度招生人數不超過 30 人，額滿即止。 

 

3. 報考者辦妥報考手續後，由江西財經大學高級經濟管理人才培訓中心聘請第三方專業機

構在香港、深圳、廣州開辦考前輔導班。輔導班收費已包括在首年學費內。考試通過而

按期入學者，即免收輔導費；考試未能通過者全額退還首年學費；考上而不入學者，全

不退還(繳費詳情請參閱本章程第 6 頁)； 

 

4. 報考博士研究生均考二門業務課(企業管理及經濟學)及一門外國語(英語)。 

 

5. 考試合格者由學校正式錄取，於當年入學。錄取名單由學校報教育部和國務院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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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辦公室備案。 

 

學制 

 

港、澳、台博士研究生以自費兼讀(在職)形式修讀。 

 

 企業管理學博士研究生學習年限 3-6 年（一般 3 年畢業）； 

 管理經濟學博士研究生學習年限 3-6 年（一般 3 年畢業）； 

 

博士研究生在學習期間，修足規定的課程學分，學位論文答辯通過，符合《中華人民共國學

位條例》規定者由大學授予博士學位（博士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及論文工作基本要求，請參閱

本章程第 7-8 頁)。 

 

授課及學習方式 

 

博士研究生班學習採用靈活的兼讀形式。上課研討於週末及週日在深圳或廣州舉行，由學校

指派副教授級以上的資深老師授課。學生另須定期到大學參加集中學習及接受導師指導。學

習的時間及地點安排詳情．另行通知。 

 

博士班論文工作實行導師負責制。研究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及撰寫論文，並在導

師的指導下參加一定的企業管理諮詢或項目調研等活動，以熟悉科研活動的運作和管理，培

養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和合作科研的協調能力。 

 

收費標準 

 

博士研究生：人民幣 180,000 元 

上述費用包括全部學費、論文指導及入學考前輔導費。 

 

到深圳及廣州上課及參加研討、到大學參加集中學習及與指導老師討論研究工作期間的交

通、食宿費用由學生自理。 

 

繳費辦法 

 

考生辦妥報考手續後，先繳交首年學費人民幣 60,000 元，考不上全額退還，考上而不入學

者全不退還；考上而當年入學者相當於輔導費全免。 

 

博士班：在三年學習期間分三期繳交，每年繳交一次：每期繳費安排如下： 

 

第一期：  報名後，開學前，繳費人民幣 60,000 元（考不上全額退還） 

第二期：  第二學年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60,000 元 

第三期：  第三學年開始前，繳費人民幣 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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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案－博士研究生 

課程以靈活而務實的兼讀方式修習，學習形式包括週末面授研討、學習小組交流、導師個別

及小組指導、參加專題學術講座、實踐學習及參觀考察等。 

 

一、培養目標 

 

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高級管理科學人才，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科研作風，具有合作精神

和創新精神；掌握管理學科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系統深入的專業知識、相應的技能和方法，

具有獨立從事本學科創造性科學研究工作和實際工作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門外國語，能比較

熟練地閱讀本專業外文資料。 

 

二、學習年限 

 

博士研究生標准學制為 3 年，前一年半為學位課程學習時間，後一年半為學位論文寫作時

間，可自然延長一年學習時間。但博士研究生在校學習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六年。 

 

三、研究方向 

報考學校：江西財經大學（大學代碼：10421） 

報考專業： 

1、企業管理（專業代碼：120202） 

①研究方向： 

01 管理理論與管理思想        

02 企業組織與人力資源        

03 企業成長與品牌運營        

04 企業戰略與企業競爭力研究 

②指導老師：胡宇辰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照雲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③考試科目： 

1001 英語（含聽力） 

2004 管理學（含企業管理） 

3015 經濟學理論 

④參考書目： 

管理學（管理學理論+企業管理）參考教材： 

01 吳照雲：《管理學》，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 年第 6 版； 

02 胡宇辰：《企業管理學》，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3 年版。 

微觀經濟學參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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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王秋石：《宏觀經濟學原理》（第三版修訂版）》，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 

02 王秋石：《微觀經濟學原理》（第三版修訂版），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2、政治經濟學（專業代碼：020101） 

①研究方向： 

01 公共經濟與價格       

02 規制經濟學           

②指導老師：陳富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伍世安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③考試科目： 

1001 英語（含聽力） 

2004 管理學（含企業管理） 

3015 經濟學理論 

④參考書目： 

01 尼科爾森著、朱幼為等譯：《微觀經濟理論--基本原理與擴展》（第 9 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5 月； 

02 （美）費羅恩著、王秋石等譯：《宏觀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 8 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 

03 張宇：《高級政治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 

04 白永秀、任保平：《現代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1 月版 

 

3、產業經濟學（專業代碼：020205） 

①研究方向： 

01 產業經濟理論與實踐       

02 流通產業理論與實踐       

03 產業規制理論與政策       

04 文化產業管理             

②指導老師：李良智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廖進球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 

③考試科目： 

1001 英語（含聽力） 

2004 管理學（含企業管理）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尼科尔森(美)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6%9C%B1%E5%B9%BC%E4%B8%BA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publish=北京大学
http://book.kongfz.com/year_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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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 經濟學理論 

④參考書目： 

01 尼科爾森著、朱幼為等譯：《微觀經濟理論--基本原理與擴展》（第 9 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5 月； 

02 （美）費羅恩著、王秋石等譯：《宏觀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 8 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 

03 張宇：《高級政治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 

04 白永秀、任保平：《現代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1 月版； 

05 史忠良：《新編產業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06 鄧尼斯.查爾頓、傑夫理.佩羅夫：《現代產業組織理論》（上、下冊），上

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以上工商管理（專業代碼：1202）畢業生將頒發『管理學博士』學位；政治經濟學（專

業代碼：020101）和產業經濟學（專業代碼：020205）畢業生將頒發『經濟學博士』學位。 

 

四、課程設置及學分 

 

博士研究生課程分為學位課和非學位課。其中，學位課分為公共學位課和專業學位課；非學

位課分為公共選修課和方向選修課。 

 

博士研究生課程總學分為 22 學分，包括學位課 13 學分和非學位課 9 學分，非學位課中的《管

理研究方法論專題》為必選課程。具體課程設置見下表《江西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課程設置》：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尼科尔森(美)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6%9C%B1%E5%B9%BC%E4%B8%BA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publish=北京大学
http://book.kongfz.com/year_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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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課程設置 

企業管理專業（樣本）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學

分 

學期 
開課學院 備註 

一 二 三 

學 

位 

課 

公共 

學位

課 

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

會思潮 
2    

馬克思主義學院  

外文學術論著閱讀與寫作 4    工商學院 分兩學期開 

專業 

學位

課 

管理學前沿研究 4    工商學院 

必修 高級微觀經濟學 
3    

經濟學院 

非 

學 

位 

課 

程 

公共 

選修

科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 1    馬克思主義學院  

最 

低 

應 

選 

修 

9 

學 

分 

管理研究方法論 2    工商學院 必選 

統計分析軟件 2    工商學院  

博弈論 2    信息學院 

管理決策理論與方法 2    信息學院 

高級計量經濟學 2    信息學院 

方向 

選修

課 

管理思想專題研究 2    工商學院 

現代戰略管理專題研究 2    工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2    工商學院 

市場營銷管理專題研究 2    工商學院 

 

註：1. 本課程計劃總學分最低為 22 學分 

 2. 非學位課均為選修課，最低需修 9 學分 

 3. 一般每學分為 16 學時 

 

五、學位論文工作的基本要求 

 

博士學位論文是衡量博士學術水準的主要標誌。博士研究生一般於第二學期在導師指導下確

定選題。博士研究生一般應在第三學期完成開題報告。開題報告距答辯時間至少在一年以上。 

 

學位論文應在導師指導下由博士生本人獨立完成。博士生入學應在導師指導下明確研究方向,

並在收集資料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確定研究課程。 

 

博士學位論文的基本要求是： 

 

1.   基本論點、結論和建議應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價值； 

2.   論文內容能反映作者已掌握本學科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和系統深入的專門知識； 

3.   應能反映作者已獨立掌握本研究課題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

工作的能力； 

4.  有創造性的見解，體現在至少做到了下列之一：提出全新的理論；獲得新的或明顯

改進的證據；運用新的或明顯改進的分析方法；建立新的或明確改進的分析框架；

對已有結論提出新的或明顯改進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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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歡迎辭 

江西財經大學已具有 90 多年的辦學歷史，學校被譽為“經濟管理類人才培養搖籃”。經

濟學院是江西財大具有悠久歷史的學院之一，已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具有本科、碩士和博士等

學位的經濟管理人才。 

我們學院教學師資豐富，條件優越。學院現有 41 位專任教師人，50 餘名國內外著名經

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受聘為我院客座教授。除了本學院師資，在這裡，您還能領

略到學校其他一流師資的教學風采。重要的是，在這裡，你將能夠和無數事業成功校友進行

交流和合作。 

在四季景色宜人的江財校園裡，我們有舒適寬敞的教室，便捷的互聯網路，豐厚的圖書

資源。 

我們有完善的國家正規學位授予點。目前，學校具有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經濟

學院擁有理論經濟學國家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碩士點，理論經經學博士後流動站，以

及經管類在職研究生和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資格。 

除了全日制辦學外，我們具有豐富的在職教育辦學經驗。進行經濟管理類在職研究生培

養已有 10 餘多年，專業課程體系完善，應用性強，靈活性高。結合國家規定，我們設置多

種形式的課程，學員可根據自己工作需要和學習興趣選擇學習。 

    最後，期待您來我們學院交流學習，一起來踐行“經世濟民、立志創業”的院訓，勇攀高

峰，大展宏圖。 

 

 

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院長 陳富良 教授  

江西財經大學高級經濟管理人才培訓中心 主任 

2013 年 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