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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BB_8F_E6_B5_c49_219049.htm 第一部分 经 济 学 一、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考试目的 本章阐述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通过本章

的考试，检验考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基本理论的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一）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 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及

其客观必然性；掌握社会主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含义

和内容；掌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含义和原因；掌握公

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熟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及其作

用。 （二）资源配置方式与市场经济 熟悉资源配置的含义和

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掌握市场经济的含义及其计划经济的

区别；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和构成要素。 （三）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 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熟

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掌握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

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 考试目的 本章阐述了所有制理论和现代

产权理论的基本内容。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对上述理

论的掌握、熟悉和了解的程度。 考试内容 （一）所有制关系

和所有制形式 掌握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实质和内容及其与

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掌握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产所有权的关

系：了解财产所有权的内容；掌握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财产所

有权的基本形式；掌握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和实现形式；熟悉

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和集体所有制的特征；掌握混合所有制



的性质和特征。 （二）市场经济和现代产权制度 掌握产权的

含义、内容和特征；掌握现代产权制度的含义和特征；掌握

产权制度的作用。 三、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 考试目

的 本章阐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

本问题。通过本章的考试，使考生加深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认识。 考试内容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

式 掌握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特征和内容；掌握现代企业制

度的基本形式。熟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内容。 （二）

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 掌握国有企业改革

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掌握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内容和

目标；掌握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内容。 四、收入分

配制度与收入分配政策 考试目的 本章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个人收入的分配过程、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通过本章

的考试，使考生了解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知识，使考生了解

我国的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和政府的收入调控政策的基本内

容。 考试内容 （一）收入分配的过程和收入分配的调控 熟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收入分配的过程和机制；掌握政府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作用；掌握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方式和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含义。 （二）收入分配方式与居民收入的

结构 掌握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

配制度的基本内容。 熟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的特

点和性质；掌握按生产要素分配及其他分配方式的含义和方

式。了解居民收入的来源结构的变化趋势。 （三）效率与公

平的关系 掌握效率与公平的含义；熟悉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状

况的指标和方法；熟悉洛伦茨曲线的形状和基尼系数的含义

；掌握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的意义和内容。



了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和框架。 五、经济增长

与发展战略 考试目的 本章阐述了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和经济

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通过本章的考试，使考生了解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熟悉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不

同增长方式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考试内容 （一）

经济增长与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 熟悉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

掌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含义和区别；熟悉经济增长率的

计算公式；掌握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熟悉和了解各种经济

增长的模型的含义和内容。熟悉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换的含

义和内容。 （二）经济周期 熟悉经济波动的含义和类型；掌

握经济周期的含义和阶段的划分；了解经济波动的原因和相

应的政策；了解我国经济波动的实际状况。 （三）发展战略

和发展观 掌握发展战略和含义和类型；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含义和内容；掌握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内容；掌握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内容；掌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掌握科学

发展的基本内容。 六、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市场失灵 考试目

的 本章阐述了市场机制的一般特征和作用机理，分析了市场

机制的缺陷和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通过本章

的考试，提高考生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和政策水平。 考试

内容 （一）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资源的最优配置 掌握市场机

制的含义和特征；熟悉市场机制运行的机理；掌握资源最优

配置的含义和标准；熟悉实现帕累托最优标准的条件。 （二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掌握市场失灵的含义和原因；掌

握外部性的含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掌握公共物品的含

义、特征、类型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掌握垄断的含义、



类型、原因及其与资源配置关系；熟悉信息不对称的含义及

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掌握克服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

策的主要内容。 七、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 考试目的 本

章阐述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理论和政策。通过本章的考试

，使考生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和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以提高考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水平。 

考试内容 （一）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 掌握

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职能和政府作用的合

理界定；掌握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手段。 （二）宏观经济

调控的目标的手段 掌握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的含义；掌

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和矛盾冲突；掌握宏观经

济调控体系的含义和主要内容；掌握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

的作用；掌握财政政策的含义、类型和手段；掌握货币政策

的含义、类型和手段；熟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综合与协调

。 八、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 考试目的 本章阐述了对外开

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知识以及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通过本章的考试，使考生熟悉实行

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掌握和熟悉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提

高考生的国际经济理论和政策水平。 （一）对外开放的必然

性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 掌握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掌握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熟悉对外开放

的基本形式。 （二）对外贸易的作用和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的

调控 掌握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熟悉对外贸易在经济

中的作用；掌握影响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因素；熟悉政府对进

出口贸易调控方式和措施。 （三）对外经济合作 掌握国际资



本流动的含义和原因；掌握利用外资的含义和作用；掌握国

际资本技术转让的类型和含义及原因；熟悉国际技术贸易的

各种方式；掌握国际技术转让的作用；掌握对外技术交流的

含义和作用；掌握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和经济效应；熟悉

阻碍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因素。 （四）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 掌握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了解世界

贸易组织的职能；掌握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熟悉世界

贸易组织的运行机制。熟悉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 第

二部分 财 政 一、财政职能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

考生对财政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

掌握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的关系、财政四大职能的程度，以

提高考生对我国财政职能的分析认识能力，增强考生对国家

财政分配活动的理解。 考试内容 （一）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 

熟悉市场经济的缺陷；熟悉市场与政府的分工；掌握公共财

政的基本特征。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 

掌握财政的各项职能的基本含义、范围和发挥职能的手段。 

二、税 收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

掌握税收基础理论、我国税制结构、国际税收及税法的程度

，以提高考生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增强考生的依

法纳税意识。 考试内容 （一）税收原则 掌握税收原则的含义

和作用；掌握主要税收原则的基本思想贯彻方法。 （二）税

收负担 掌握税收负担的概念；熟悉宏观税负指标和微观税负

指标；掌握影响税收负担的主要因素；熟悉税与费的区别；

掌握费改税的基本思路；掌握税收负担转嫁的含义、方式和

条件。 （三）税制结构 掌握税制结构的概念；熟悉税制结构

与税制模式的联系区别；掌握税种结构的各种划分及其内容



；掌握税收收入结构和税制要素结构的含义和内容；掌握税

制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掌握税制结构优化的含义和衡量

标准。 （四）国家税收 掌握国际税收的概念；掌握国际税收

与一般税收的联系的区别；掌握税收管辖权的含义及其种类

；熟悉国际重复征税的形成原因；熟悉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

的类型；掌握减轻或免除国际重复征税的主要方法。 （五）

税法 掌握税法的概念和分类；掌握税收法律关系的含义、要

素及特点；掌握违反税法的主要行为的表现；掌握偷税、漏

税、欠税、逃税、骗税和抗税的认定依据；熟悉违反税法所

应承担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三、国 债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

考试，检验考生对国债基础理论和我国国债实物的了解、熟

悉和掌握程度，以提高考生对国家债务形势的分析判断能力

和对国家债务政策的理解能力。 考试内容 （一）国债的性质

和功能 掌握国债的定义和性质；掌握国债的主要功能及原理

。 （二）国债的种类和结构 掌握国债的各种分类；掌握各种

债券的特点；掌握国债结构的含义和分类；熟悉不同国债结

构的特点。 （三）国债的发行、流通和偿还 熟悉国债发行的

一般方法及其特点；掌握我国国债的发行方法；掌握国债流

通的含义及我国国债流通的主要方式；掌握国债偿还的主要

方法及其优缺点；熟悉国家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及限制条件

。 （四）国债负担与规模 掌握国债负担的含义和表现形式；

熟悉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掌握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

标。 四、预算管理体制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

对预算管理体制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的程度，以增强考生以

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认识，提高考生对完善预算管理体制

的各项措施的理解。 考试内容 （一）预算管理体制的概念和



内容 掌握预算和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掌握预算管理体制的

内容。 （二）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演变 熟悉我国实行过的三

种财政体制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三）分税制 掌握分税制的

含义；掌握现行分税体制下支出划的范围；掌握收入划分的

主要内容；掌握与分税体制配套的主要相关措施的基本内容

。 五、财政政策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对国家

财政政策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的程度，以增强对当前积极财

政政策的认识，提高考生对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要性的

理解。 考试内容 （一）财政政策的概念 掌握财政政策的概念

；熟悉财政政策与相关范畴的联系与区别。 （二）财政政策

的目标 掌握财政政策的五大基本目标的内容。 （三）财政政

策的工具 掌握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国债和预算

五大政策工具的功能和作用原理。 （四）财政政策的分类 掌

握财政政策的分类方法和各类政策的特点。 （五）我国的积

极财政政策 了解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背景；熟悉积极财

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掌握积极财政政策与一般的扩张性财政

政策的区别。 第三部 分货币与金融 一、货币供求与货币均衡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促使考生对货币供求理论和货币均

衡原理的理解，包括西方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机制和货

币供给理论，货币均衡的基本原理，通货膨胀，使其具备分

析货币和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货币需求 掌

握货币需求和货币需求量的定义；熟悉交易方程式；了解凯

恩斯流动性偏好学说的基本思想，掌握影响流动性偏好的三

种动机和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了解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

的发展；掌握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熟悉其关于影响货

币需求的因素的观点。 （二）货币供给 掌握货币供给和货币



供应量的定义；掌握货币供给层次划分的基本原则，熟悉我

国的货币层次划分；掌握信用创造货币机制和信用扩张、存

款派生机制；掌握货币供给的乘数原理；了解不同学派的货

币供给理论的观点。 （三）货币均衡 掌握货币均衡的含义和

特征，掌握货币失衡的两种状况；了解货币的内在均衡机制

；熟悉物价自然上涨率的经济含义，掌握货币数量与经济增

长、物价上涨的关系。 （四）通货膨胀 掌握通货膨胀的定义

；熟悉通货膨胀的类型；掌握通货膨胀的原因。 二、商业银

行与金融市场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促使考生对商业银行

等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运营和管理，有价证券的定价，金融

市场运行等有一定的掌握、熟悉或了解，从而对金融中介和

金融市场有更深的认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有更好

的理解。 考试内容 （一）商业银行的运营与管理 熟悉商业银

行的性质和组织形式，掌握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掌握商业

银行管理的三大原则，了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的发展过

程中及各阶段的主要内容。 （二）有价证券的定价 熟悉债券

收益率计算的方法，熟悉债券定价的方法，熟悉股票定价的

方法。 （三）金融市场 掌握金融市场运行的机理，熟悉金融

市场效率的定义，了解有效市场理论，掌握货币市场与资本

市场的功能及其子市场，了解当代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相互

渗透发展的趋势。 三、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考试目的 通过本

章考试，促使考生对中央银行的产生、业务经营的特点、主

要业务和独立性，中央银行体制下的支付清算系统，货币政

策的概念、货币政策目标和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等有一

定的掌握、熟悉或了解，从而对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有更深

的认识，对我国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有更好的



理解。 考试内容 （一）中央银行 掌握中央银行制度的定义，

熟悉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了解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

过程，掌握中央银行的职责、业务活动的特征，掌握中央银

行的主要业务，熟悉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内容，掌握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支付结算系统，熟悉我国支付结算体系的

架构，了解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起源及其发展。 （二）货币政

策 掌握货币政策的定义，掌握货币政策目标的内容，熟悉我

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其政策含义，掌握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熟悉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了解直接信用控制、间接信用

指导的含义，熟悉各种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熟悉我国中央银

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措施。 四、金融监管 考

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促使考生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理解，包

括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金融监管体制，以及金融监管的国

际协调，使其具备基本的金融监管知识框架。 考试内容 （一

）金融监管理论 掌握金融监管的定义，了解金融监管的发展

和金鱼融的意义；掌握金融监管的经常学理论基础，熟悉市

场失灵理论的主要观点；掌握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熟悉各

个基本观点。 （二）金融监管体制 掌握金融监管体制的概念

，熟悉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掌握不同金融监管体制的内涵

，熟悉不同金融监管体制的典型国家情况；熟悉我国金融监

管体制的演变，掌握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特点。 （三）巴塞

尔协议 了解巴塞尔协议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熟悉巴塞尔协议

的性质和作用；掌握1988年巴塞尔报告主要内容；掌握新巴

塞尔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了解三大支柱的主要内涵，熟悉

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五、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 考

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促使考生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的理解



，包括汇率决定与变动，国际收支及其调整，外汇管制与货

币可况换，使其具备分析国际金融活动和政策的能力。 考试

内容 （一）汇率决定与变动 熟悉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的基

本内容，了解绝对购买力平价与相对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关系

；掌握影响汇率决定与变动的主要因素；掌握汇率变动的经

济影响。 （二）国际收支及其调节 掌握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

平衡表的概念，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的基本原理，掌握

国慰收支平衡表的构成；熟悉国际收支差额分析；掌握国际

收支失衡调节的主要内容。 （三）外汇管制与货币可兑换 掌

握外汇管制的概念；了解外汇管理的演变；掌握货币可兑换

的定义、类型，熟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货币可兑的规定；

掌握人民币可兑换的现状，了解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主要内

容。 第四部分 统 计 一、统计与统计数据 考试目的、通过本

章学习，要求了解统计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统计和统计

学的含义、统计指标的含义等；熟悉统计数据及其计量尺度

，掌握统计数据和变量的分类；了解统计数据的来源，掌握

各种统计调查方法的特点和应用场合；了解统计数据的误差

来源，了解对统计数据的质量要求。 考试内容 （一）统计的

含义 掌握统计的含义；了解统计学的含义。 （二）统计数据

的计量尺度 熟悉统计数据的含义；熟悉统计数据的四种计量

尺度。 （三）统计数据的类型 掌握统计数据的不同类型；掌

握变量的含义及其类型。 （四）统计指标及其类型 熟悉统计

指标的含义；掌握统计指标的分类。 （五）统计数据的来源 

了解统计数据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熟悉普查、抽样调查

、统计报表的含义，掌握不同调查方式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了解“二手资料”的来源以及使用时须注意的问题。 （六）



统计数据的质量 了解统计数据误差的来源，熟悉登记性误差

和代表性误差的含义，了解对统计数据的质量要求。 二、统

计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数据

整理在整个统计分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统计数据的

整理和显示方法；能够对数值型数据进行适当的分组并绘制

直方图和直线图；掌握统计表工基本结构和设计要求，能够

合理运用统计表来显示数据。 考试内容 （一）品质数据的整

理与显示 了解频数的含义，熟悉频数分布的含义；掌握比例

、百分比和比率的计算方法；掌握分类数据频数分布表的编

制方法。掌握条形图和圆形图的作用和绘制方法。 掌握累积

频数和累积频率的计算方法。掌握顺序数据频数分布表和累

积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 （二）数值型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了解数据分组的含义和作用。掌握数据分组的方法。了解上

限、下限、组限、组中值的含义，掌握组中值的作用和计算

方法。熟练掌握数据分组的具体步骤，能够根据原始数据进

行适当的分组，并编制频率分布表。掌握直方图和直线图的

绘制方法，熟悉直方图与条形图的区别。 （三）统计表 了解

统计表的作用；掌握统计表的基本结构；掌握统计表的设计

要求，能够合理地设计和使用统计表。 三、数据特征的测度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数据特征测度的意义，了

解数据的特征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描述。了解集中趋势和

离散程度的含义，熟练掌握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各测度值的

计算方法、不同方法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考试内容 （一）集

中趋势的测度 了解众数的含义，掌握众数的计算方法和特点

。了解中位数的含义，掌握中位数的计算方法、特点和应用

场合。了解算术平均数的含义，熟练掌握简单算术平均数和



加权算术平均数的计算方法、算术平均数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熟悉算术平均数在统计中的重要地位。了解几何平均数的

含义，掌握几何平均数的计算方法和应用场合。 （二）离散

程度的测度 了解数据离散程度的含义，熟悉离散程度在描述

数据特征中的作用。了解极差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了解标准

差和方差的含义，熟练掌握标准差和方差的计算方法和应用

。了解离散系数的含义，熟悉离散系数的作用，掌握离散系

数的计算方法和具体应用。 四、时间序列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

学习，要求了解时间序列的含义，熟练掌握时间序列中的一

些简单分析方法，包括时间序列的水平分析和速度分析，并

能将这些运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 考试内容 （一）时间序列

及其分类 了解时间序列的含义及构成要素；掌握时间序列的

分类。 （二）时间序列的水平分析 了解发展水平的含义。了

解平均发展水平的含义。熟练掌握不同时间序列序时平均数

的计算方法。了解增长量、逐期增长量、累计增长量和平均

增长量的含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掌握其计算方法。 （三

）时间序列的速度分析 了解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的含义。熟

练掌握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的计算方法，掌握定基发展速度

与环比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并能利用这种关系进行速度之

间相互推算。了解平均发展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的含义，熟

练掌握平均发展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的计算方法。了解速度

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熟悉增长1%绝对值的含义及其用途，

掌握增长1%绝对值的计算方法。 五、统计指数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学习，要求熟悉指数的意义和作用。熟练掌握加权综

合指数的计算方法。掌握指数体系分析的原理。能熟练运用

指数体系分析实际问题。 考试内容 （一）数的概念、分类 了



解指数的概念，掌握指数的分类。 （二）权综合指数 了解加

权综合指数的含义。掌握基期加权综合指数和报告期加权综

合指数的含义和计算方法。 （三）指数体系 熟悉总量指数的

含义。掌握指数体系中价值指数与各因素指数之间的相对数

量关系和绝对数量关系。掌握指数体系的分析方法。 六、相

关与回归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相关关系与函数关系

的区别和关系，熟悉相关关系的含义。掌握相关关系的分析

方法，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计算方法。 考试内容 （一）

相关关系 熟悉相关关系的含义，了解相关关系与函数关系的

区别和关系。掌握相关关系的种类。了解相关表和散点图的

作用，掌握相关性表的编制方法和散点图的绘制方法。熟悉

相关性系数的含义，掌握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熟悉相关系

数的实际意义，能够根据实际数据编制相关表、绘制散点图

、计算相关系数，并进行分析。 （二）一元线性回归 熟悉回

归分析的概念以及相关分析的区别和关系。掌握一元线性回

归方程的求法，能够解释回归系数的实际意义。能够根据实

际数据求解回归方程，并进行分析和预测。 第五部分 会 计 

一、会计概论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与考试，掌握财务会

计的基本概念、财务会计的目标、财务会计的六大要素、会

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会计的一般原则，熟悉财务会计循环的

主要环节、会计核算方法、账户的概念及分类、复式记账法

的试算平衡、会计报告的内容及分类，了解会计法规体系的

构成，了解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联系和区别。 考试内容 （

一）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 了解现代会计的两大分支、财务会

计和管理会计的概念及两者的主要区别和联系，了解会计的

职能和会计的对象。 （二）财务会计的目标 掌握财务会计的



目标，熟悉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和财务会计信息的内容 （

三）财务会计的要素 掌握财务会计的六大要素及会计等式，

熟悉各要素的概念、分类及其主要特征，了解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 （四）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掌握会计核算的四个基本

前提的概念，了解每个基本前提的具体含义。 （五）会计核

算的一般原则 掌握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了解每个原则的具

体含义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六）财务会计循环 熟悉会计

循环的主要环节及其内涵，熟悉会计确认的概念及确认标准

、会计计量的概念及会计计量的五种基础、会计记录的概念

及账户的分类、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和试算平衡、会计凭

证的要素和账簿的要素与分类，了解会计报告的内容和分类

。 （七）会计法规体系 了解会计法规体系的构成及每个层次

法规所规范的内容。 二、财务会计报告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

学习和考试，掌握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掌握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的作用和基本格式，各种会计报表的内容

以及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编制要求、熟悉会计报表附表、

附注以及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内容。 考试内容 （一）资产负债

表 掌握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和作用，资产负责表的基本格式和

内容，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要求及各项目的编制方法；熟悉资

产负债表内主要项目的含义。 （二）利润表 掌握利润表的概

念和作用，利润表的基本格式和内容，利润表的编制要求及

各项目的编制方法；熟悉利润表内各项目的含义。 （三）现

金流量表 掌握现金流量表的概念和作用，现金流量表的基本

格式和内容，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要求及各项目的编制方法；

熟悉现金流量的含义。 （四）其他财务会计报告 1.会计报表

附表 熟悉会计报表附表的内容，了解利润分配表等其他会计



报表附表的概念和作用、利润分配表的基本格式。 2.会计报

表附注 掌握会计报表附注的概念和作用，会计报表附注的内

容。 3.财务情况说明书 熟悉财务情况说明书的概念和作用，

财务情况说明书的编制要求。 三、财务报表分析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学习和考试，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内容、方法，掌握

反映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各项指标的含义和计

算方法。 考试内容 （一）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和内容 熟悉财

务报表分析的目的，了解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和财务报表分

析的主要内容。 （二）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方法 掌握财务报

表分析的主要方法，熟悉财务报表分析的主要依据和资料来

源，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一般步骤，熟悉比率分析法中常用

的比率和比较分析法中的指标评价标准。 （三）财务报表分

析的基本指标 掌握反映偿债能务、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务的各

项指标的含义、作用及计算方法，熟悉财务指标变化与财务

情况变动的关系。 第六部分 经济法 一、合同法法律制度 考

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在对合同基本概念有所了

解的基础上，对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内容的了解、熟

悉和掌握程度，以提高考生应用合同法法律制度解决市场交

易过程中发生的具体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合同法律

制度概述 掌握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二）合同的订立 

熟悉合同订立的程序；掌握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合同成立的含

义；了解格式条款的特别规定和缔约过失责任。 （三）合同

的效力 掌握合同效力的含义；熟悉合同的生效要件和时间；

掌握无效合同、可变更或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的概念、

种类及法律后果。 （四）合同的履行 熟悉合同履行的概念和

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了解合同内容不明确如何处理和合同



履行的规则；掌握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的概念和

成立要件；掌握合同保全、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的概念和

成立要件。 （五）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熟悉合同变更和转让的

概念、程序、条件和效力。 （六）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熟悉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概念、原因、效力。 （七）违约责任 掌

握违约责任的概念、承担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掌握违约责任的各种形式、适用条件和特征；掌握违约责任

的免责事由。 （八）合同的担保 熟悉和掌握合同担保的概念

、种类。掌握保证担保的保证人资格、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

等；掌握可以设立抵押的各种抵押物和抵押登记。掌握可以

质押的各种权利。掌握留置和定金的含义。 （九）其他规定 

了解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和合同管理。 二、公司法律制度 考

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

理和内容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以提高考生应用公司法

律制度公司在设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具体问题的能力。 考

试内容 （一）公司法和公司概述 了解公司法的概念和特征；

掌握公司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和组织机构 熟悉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掌握有限

责任公司组织机构和种类、组成、职权及其行使方式；掌握

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资格和义务；掌握关于国有独资公

司的特殊规定。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熟悉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方式、条件和程序；掌握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的种类、组成、职权及其行使方式。 （四）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熟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

让的条件、程序；掌握股票上市的法律规定。 （五）公司债

券 了解公司债券的概念；掌握公司债券发行条件和程序。 （



六）公司财务、会计 了解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种类；掌握公

司税后利润的分配顺序。 （七）公司合并、分立 掌握公司合

并与分立的概念、种类和程序。 （八）公司破产、解散和清

算 了解公司破产和解散的概念；熟悉公司解散的情形；掌握

公司清算的具体程序。 （九）违反《公司法》的法律责任 熟

悉并掌握不同主体违反公司法应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 三、证券法律制度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

验考生对证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容的了解、熟悉

和掌握程序，以提高考生应用证券法律知识解决公司运行、

参与证券市场操作过程中发生的具体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证券和证券法概述 了解证券的概念和种类；了解证券

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二）证券市场和主体 熟悉证券市场

主体的种类；掌握投资者、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交易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市场的条件；掌握证券公司的人

事、风险和业务的管理，了解证券交易场所的种类和功能。 

（三）证券发行制度 掌握证券发行的概念；熟悉发行股票、

债券的条件；了解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四）证券上市 掌握

股票、债券上市条件和程序；熟悉股票、债券暂停或者终止

上市的条件和程序。 （五）证券交易 掌握证券交易的概念；

了解证券交易的程序；掌握被禁止的证券交易行为及其法律

责任。 （六）上市公司收购 掌握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方式

及意义；掌握持股披露规则、强制要约收购、被收购公司股

东的公平待遇等法律规定；了解协议收购；掌握上市公司购

过程中住息披露制度。 （七）证券监管制度 了解证券监管制

度的意义；掌握政府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制度的内容；了解证

券业自律制度的内容。 四、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考试目的 通过



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对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

本内容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以提高考生应用工业产权

法律制度保护工业产权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工业产权概

述 掌握工业产权的概念、特征；掌握工业产权法的概念；了

解工业产权国际保护的原则。 （二）专利法 掌握专利、《专

利法》的概念；掌握专利权的主体、客体基本内容；掌握授

予专利的条件；掌握专利人的权利和义务；熟悉专利的期限

和终止；了解专利代理的基本规定；掌握专利实施的概念、

种类和条件；掌握对专利侵权和假冒专利犯罪处理的法律规

定。 （三）商标法 掌握商标和《商标法》的概念；了解商标

的分类；掌握商标禁止条件；了解商标注册的概念、原则和

主体；熟悉商标注册条件和核准商标注册的程序；熟悉注册

商标的续展、转让和使用许可；掌握解决注册商标争议的法

律规定；掌握商标管理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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