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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 2019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初试科目命题范围 

初试自命题科目共 87科。其中 ，代码为 211-257的科目满分为 100 分；代码为 3**、

4**、7**（731、766除外）、8** 的科目满分为 150分；731中国史综合、766心理学综

合满分为 300分。 

科目 

代码 

初试自命题 

科目名称 
命题范围 

211 翻译硕士英语 
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写作。详见《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

位（MTI）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总纲》。 

240 德语 德语专业教学大纲 

241 法语 大学法语教学大纲 

242 西班牙语 参考欧框 B1（笔试）标准 

243 意大利语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B1标准 

251 二外英语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四级要求 

252 二外俄语 大学俄语教学大纲 

253 二外日语 大学日语教学大纲 

254 二外德语 大学德语教学大纲 

255 二外法语 大学法语教学大纲 

256 二外西班牙语 参考欧框 A2（笔试）标准 

257 二外意大利语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A2标准 

331 社会工作原理 

社会工作概念、社会工作理论基础、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简史、

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直接方法和间接方

法）。 

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

能力 
新闻采写编评 100 分、传媒经济 20分、广播电视实务 30分。 

357 英语翻译基础 
词语翻译、英汉互译。详见《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

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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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代码 

初试自命题 

科目名称 
命题范围 

431 金融学综合 
宏观金融（含《货币银行学》与《国际金融学》的内容）和

微观金融（含《公司金融》与《投资学》的内容）两大部分。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50 分）：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与壁
垒、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50 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
司、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与
东道国效应 

国际金融（50 分）：国际货币体系与汇率制度、外汇市场、

外汇业务与风险、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危机 

437 社会工作实务 

社会工作沟通技巧、社会工作建立关系能力、社会工作预估

能力、社会工作策划能力、社会工作干预能力、社会工作评

估能力。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中外新闻史 50分、新闻理论 50分、传播理论 50分。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百科知识、应用文写作、作文。详见《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

学位（MTI）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总纲》。 

701 法学综合 

法理学（30分）：法理学导论(法学的基本概念、法的运行、

社会中的法)； 

宪法学（30分）：中国宪法； 

民法学（30分）：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 

民事诉讼法学（30 分）：民事诉讼法学（含民事证据、民事

执行）； 

刑法学（30分）：中国刑法总论、中国刑法分论。 

712 刑事法律综合一 

刑法学（75分）：中国刑法总论 中国刑法分论； 

刑事诉讼法学（75 分）：刑事诉讼原理、原则、制度（含刑

事证据）、程序。 

713 法医学综合一 法医学概论（75分）、法医病理学（75分）。 

717 法医学综合三 法医临床学（75分）、法医病理学（75分）。 

730 哲学综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各科目每

科各出三题，每题 30分，共九题，考生任选五题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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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中国史综合 

中国通史（200分）、中国古代史（100分）（历史文献学、

中国古代史、专门史 01、03、04、05 方向选作）、中国近

代史（100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专门史专业 02中外关

系史方向选做）。 

740 公共管理学综合 管理学原理（75分）、公共管理学（75分）。 

744 政治学综合一 政治学原理（100 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50分）。 

761 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60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60分）、

科学社会主义（30 分）。 

765 社会学综合一 社会学理论（75分）、分支社会学（75分）。 

766 心理学综合 
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各 70 分，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

学、心理统计、心理测量各 40分。 

770 英语语言文学综合一 含语法、阅读、翻译与写作。 

771 法语语言文学综合一 含语法、阅读、翻译与写作。 

772 德语语言文学综合一 含语法、阅读、翻译与写作。 

773 俄语语言文学综合一 含语法、阅读、翻译与写作。 

781 新闻传播学综合一 
传播学理论（60 分）、新闻理论（60 分）、中外新闻传播

史（30分） 

790 基础课（西藏单考） 法理学（75分）：法理学导论； 

宪法学（75分）：中国宪法。 

801 法理学原理 
法概念论和法规范论（50分）、法价值论和法学方法论（50

分）、法治理论（50分）。 

802 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75分），外国法制史（75分）。 

8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50分）、行政法（50分）、行政诉讼法（50分）。 

804 金融法与公司法 金融法（75分），公司法、破产法（75分）。 

805 民商法学 

民法学（90分）：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继承法； 

商法学（60分）：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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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民事诉讼法学与仲裁

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100 分）（含民事证据、民事执行）；仲裁

法学（50分）（不包括劳动仲裁）。 

807 经济法学 
经济法基础理论（40分）、经济法制度（110 分，包括消费

者法、竞争法、财税法、金融法、企业法与公司法）。 

8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环境法（100分）、自然资源法（50分）。 

809 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100 分）：知识产权法总论、著作权法、专

利法、商标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民法学（50分）：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 

810 刑事法律综合二 

刑法学（110分）：中国刑法总论、中国刑法分论； 

刑事诉讼法学（40 分）：刑事诉讼原理、原则、制度（含刑

事证据）、程序。 

811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150 分）：刑事诉讼原理、原则、制度（含

刑事证据）、程序。 

812 侦查与鉴定综合 侦查学总论（75分）、司法鉴定总论（75 分）。 

813 法医学综合二 法医临床学、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各占 50分。 

814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50分）：包括国际公法基本理论（含条约法）、

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国际私法（50分）：包括国际私法理论与制度、法律适用、

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 

国际经济法（50分）：包括国际贸易法（含 WTO）、国际投

资法、国际技术转让、国际金融法、海商法、国际税法。 

815 国际公法 

国际法基本理论（含国际法的概念、历史发展、主体、渊源、

基本原则、与国内法的关系）；国家责任；国际法上的个人

（居民）；条约法；国际组织法；国际争端的解决；武装冲

突法（战争法、国际人道法）。 

816 证据法学 证据法学（150分）。 

817 法医学综合四 法医学概论、法医物证学、司法精神病学各占 50分。 

818 物证技术综合 

物证技术总论（30 分）、痕迹检验技术（30 分）、文件物

证技术（30 分）、微量物证检验技术（30 分）、声像资料

及电子数据检验技术（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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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社会法学 社会法理论（20 分）、劳动法学（80 分）、社会保障法学

（50分）。 

820 网络法学 网络法基础理论（150 分）：包括网络与信息安全、网络法

学理论。 

821 法律逻辑 法律思维与逻辑、法律分析与推理，案件事实推理，判决推

理，法律论证。 

822 法治文化基本理论 法理学基本理论（75 分）、法治文化基本理论与实践（75

分） 

823 比较法学与民法学 比较法学（75分）：比较法学基础理论；民法学（75分）：

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 

824 中国法文化史 中国法制史（75分），中国法律思想史（75分）。 

825 
军事法学与国际公法

学 
军事法（100分），国际公法（50分）。 

830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50分）。 

831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150 分）。 

832 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150 分）。 

833 逻辑原理 演绎逻辑、归纳逻辑、逻辑基本规律、论证。 

834 美学原理 美学原理（150分）。 

835 宗教学原理 宗教学导论（100 分）、世界宗教（50分）。 

840 行政管理综合 行政学原理（100 分）、公共政策分析（50分）。 

841 社会保障综合 社会保障学（100 分）、公共事业管理(50 分)。 

842 人力资源管理综合 人力资源管理(100 分)、管理心理学(50分)。 

844 政治学综合二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部分）（75分）、西方政治思想史（75

分）。 

845 政治学综合三 
国际关系史（1945 年之后）(50分)、国际关系理论(50分)、

当代中国外交(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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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政治学综合四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50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100分）。 

847 政治学综合五 全球学、国际关系学，各占 75分。 

850 理论经济学综合 
政治经济学（50 分）、微观经济学（50 分）、宏观经济学

（50分）。 

851 应用经济学综合 西方经济学宏观、西方经济学微观、统计学各 50分。 

852 工商管理综合 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原理各 50分。 

860 政治学综合六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0分）、中共历

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90分）、中共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30分）。 

861 
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

二 

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60 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60分）、思想政治教育（30分）。 

865 社会学综合二 社会统计学（75分）、社会学研究方法（75分）。 

870 英语语言文学综合二 语言学、文学、翻译学。 

871 法语语言文学综合二 

翻译（60分）:法律翻译、经贸翻译、文学翻译。 

法语词汇学（40分）：法语构词法、法语词型转换、法语词

汇意义辨析。 

872 德语语言文学综合二 语言学、文学、翻译学。 

873 俄语语言文学综合二 语言学、文学、翻译学。 

881 新闻传播学综合二 

新闻采访学（25 分）、新闻写作学（35 分）、新闻编辑学

（35分）、新闻评论学（25分）、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30

分）。 

890 
专业基础课（西藏单

考） 

民法学（50 分）: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总论、合同法、

侵权责任法、继承法； 

刑法学（50分）：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25 分）：刑事诉讼法学（含刑事证据）； 

民事诉讼法学（25 分）：中国民事诉讼法。 

 

2018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