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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考研招生情况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招生人
数

实际录取 报录比

公共管理

01.行政管理

10人
7个统招，
5个少干

1:12

02.教育经济与管理

03.社会保障

04.公共政策（含能源政）

05非政府组织与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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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经贸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考研招生情况

院系所 专业 拟招生人数

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15

教育经济与管理 2

土地资源管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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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经贸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考研分数线

年份 公共课 专业课 总分

2015 46 69 335

2014 48 72 335

2013 51 77 345

注：2015年最高分399分，最低分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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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都经贸大学行政管理考研考试科目

专业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行政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702统计学

④901经济学或916公共管理综
合

行政管理综合（公共政
策分析，行政法学行政
管理，

初试权重50%，复试权重50%

总成绩用公式表示为：
总成绩=初试成绩平均分(折合为百
分制)x初试成绩权重+复试成绩x复
试成绩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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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都经贸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考研试卷结构
702统计学题型

 1. 选择题 20 分（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

 2. 简答题 50 分（ 2 小题， 每小题 25 分）

 3. 计算和分析题 80 分（ 4 小题，每小题 20 分）

 901经济学题型

 简答题： 90 分（ 6 小题，每小题 15 分）

 论述题： 60 分（ 2 小题，每小题 30 分）

 916公共管理综合题型

 1． 名词解释：每题 6 分，共 5 题，合计 30 分

 2． 简答题：每题 12 分，共 5 题，合计 60 分

 3． 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2 题，合计 40 分

 4． 案例分析：每题 20 分，共 1 题，共计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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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都经贸大学行政管理考研参考书目
 702统计学
 《统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版（贾俊平主编）

 901经济学参考书：
 1、《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刘英骥编著)

2、《经济学教程》2012年第三版,经济日报出版社(张连城编著)
 916公共管理学综合参考书：
 1、《管理学》，周三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公共管理概论》，乔治·佛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kickson）,凯文·B·史密斯

 （Kevin B.Smith）著，于洪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3、《公共政策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版（陶学荣主编）

 4、《行政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与中山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9年（夏书章主编）

 5、《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7年版（姜明安主编）

 复试参考书：1、《公共政策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陶学荣主编

 2、《行政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夏书章主编。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

 大学出版社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编，姜明安主编。

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
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从参考书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
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
段最需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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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教育六大优势

封闭集训

高校内部

关系资源

协助联系导师

专业课

命中率高

阅卷人、

出题人加盟

多对一督促

01

02

03

04

05

06

育明教育是业内唯一
具备教育部和民政部
颁发办学资质的教育
机构。

2015年，40多个院校专业
课原题命中率高达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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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阶段

第三
阶段

第五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四
阶段

第一阶段：框架的构

建和重点的掌握

核心参考书的框架体

系建立和考点整合，理清

楚学科发展史，特别是每

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著

作，主张，提出的背景和

评价。

第二阶段：专题讲解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给学员总结常考的专题，

进行深化和凝练。以专题

为突破口夯实并灵活运用

理论知识。

第四阶段：历年真题讲解

对历年真题进行最深入的剖析。

分析真题来源、真题难度，总结各题

型的解题思路、答题方法和技巧。全

面提升学员的答题能力，把前面几个

阶段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数。

育明授课体系

第三阶段：热点和
出题人的论文

对出题老师的研究重

点，最新论文成果和上
课的笔记课件进行讲解。
对本专业时政热点话题
进行分析

第五阶段：模拟练习
及押题

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科
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行拔
高应用性讲解。教会考生怎
么破题，怎么安排结构，怎
么突出创新点等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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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教育服务体系

398元：真题及解析，背诵版笔记，模拟题

8800元：一对一辅导

13800元：一对一辅导

36800元起：状元集训营

复试保过：9800元，不过全退

育明服务体系



《金融硕士大纲解析》，团结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金融硕士考研院校。

《百科知识考点精编与真题解析》，光明日报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翻译硕士考研院校。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考研解析》，团结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行政管理考研院校。

《翻译硕士真题解析》，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翻译硕士考研院校。

《全国行政管理考研绿皮书》，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行政管理考研院校。

《全国经济金融学考研绿皮书》，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经济金融考研院校。

《考博英语真题解析》，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考博院校。

《考博英语词汇》，河北大学出版社，适合全国任何考博院校。

点击添加标题 点击添加标题点击添加标题

育明教育， 创立于2006年，具备教育部和民政部颁发培训资质，目前全国已经有8家分
校，发展成为集学历教育、企业政府培训、出版发行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机构。

育明教育独家出版教材（当当网、亚马逊、京东有售）



48人集训营，20多个考上北大人大清华南开中大

点击添加文本
点击添加文本

点击添加文本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7号弘彧大厦620.

交通路线：公交站六道口站或者学院路北口站，地铁站15号线六道口站D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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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教育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想知道更多的不便公开的内部信息或者想跟专业老
师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

育明教育课程咨询电话：400-668-6978

咨询QQ ：772678537

3166308585

北京大学考研交流群 232618575                         

考博专业课群 157460416

考博英语交流群 335488903                                 

北京大学考博群 362254544

考博交流群 105619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