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含考纲）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012 英语（一） 英语(一)自学教程 张敬源  张  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15 英语（二） 英语(二)自学教程 张敬源  张  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 赵守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版
00020 高等数学（一） 高等数学（一） 扈志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高等数学（工专） 吴纪桃  漆  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高等数学（工本） 陈兆斗  邢永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0024 普通逻辑 普通逻辑 杜国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00034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 刘豪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37 美学 美学 朱立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0040 法学概论 法学概论 王  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041 基础会计学 *基础会计学 徐  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李仁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周山芙  赵  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54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白瑷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055 企业会计学 *企业会计学 刘东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058 市场营销学 市场营销学 毕克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0060 财政学 财政学 梅  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侯  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0066 货币银行学 *货币银行学 陈雨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年版
00067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 贾国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昝志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072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马丽娟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版
00073 银行信贷管理学 *银行信贷管理学 陈  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版
00074 中央银行概论 中央银行概论 潘金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075 证券投资与管理 *证券投资与管理 李  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076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 李  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078 银行会计学 *银行会计学 张超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年版
00087 英语翻译 英汉互译教程 孟庆升  张希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年版
00088 基础英语 英语(上)(下) 吴顺昌  黄震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00089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薛荣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090 国际贸易实务（一） *国际贸易实务(一) 黄国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091 国际商法 国际商法 金  春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年版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 黄晓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00093 国际技术贸易 国际技术贸易 王玉清  赵承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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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6 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史天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00097 外贸英语写作 外贸英语写作 王关富  蒋显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国际市场营销学 张静中  许娟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100 国际运输与保险 *国际运输与保险 叶  梅  黄敬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00102 世界市场行情 *世界市场行情 杨逢华  林桂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0107 现代管理学 现代管理学 刘熙瑞  杨朝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39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刘凤良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年版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企业管理概论 闫笑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45 生产与作业管理 生产与作业管理 张仁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年版
00146 中国税制 *中国税制 梁俊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人力资源管理(一) 赵凤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冷柏军  张  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金融理论与实务 贾玉革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年版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 企业经营战略概论 白瑷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2 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 高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153 质量管理（一） 质量管理学 焦叔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丁栋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 孟永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6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 林  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版
00157 管理会计（一） *管理会计（一） 余恕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版
00158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 李胜坤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 胡  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年版
00160 审计学 *审计学 丁瑞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版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财务报表分析 袁  淳  吕兆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版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会计制度设计 王本哲  王尔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版
00163 管理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 程正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0167 劳动法 劳动法 郭  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169 房地产法 房地产法 楼建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0177 消费心理学 消费心理学 李  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市场调查与预测 周筱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179 谈判与推销技巧 谈判与推销技巧 王洪耘  李先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181 广告学（一） 中国广告学 汪  洋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
00182 公共关系学 公共关系学 廖为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0183 消费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 毕克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商品流通概论 汪旭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年版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国际商务谈判 刘  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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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3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 王立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226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 吴汉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227 公司法 公司法 顾功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汪  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0230 合同法 合同法 傅鼎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0233 税法 税法 徐孟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242 民法学 民法学 郭明瑞  房绍坤  刘凯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潘剑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244 经济法概论 经济法概论 张守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0245 刑法学 刑法学 张明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国际经济法概论 余劲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0247 国际法 国际法 黄  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249 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 蒋新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257 票据法 票据法 傅鼎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258 保险法 保险法 徐卫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00259 公证与律师制度 公证与律师制度 马宏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汪建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261 行政法学 行政法学 湛中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文书写作 刘金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263 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 曾尔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0264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李启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265 西方法律思想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 徐爱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277 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 胡象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312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 周光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王续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316 西方政治制度 西方政治制度 谭君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0318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学 宁  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00319 行政组织理论 行政组织理论 倪  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320 领导科学 领导科学 黄  强  彭向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 王  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322 中国行政史 中国行政史 虞崇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323 西方行政学说史 西方行政学说史 竺乾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公文写作与处理 饶士奇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00385 学前卫生学 学前卫生学 王  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邢利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394 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 虞永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学前教育原理 韩映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比较学前教育 姚 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402 学前教育史 学前教育史 何晓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00409 美育基础 美育基础 王旭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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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0 物理（工） *物理（工） 吴王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版
00429 教育学（一） 教育学 劳凯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458 中小学教育管理 中小学教育管理 鲍传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中外教育简史 郭法奇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傅  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046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阴国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 钟启泉  张  华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472 比较教育 比较教育 马健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英语国家概况 余志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529 文学概论（一） 文学概论 王一川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陈思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方智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535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齐沪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丁  帆  朱晓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陈  洪  张峰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陈  洪  张峰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540 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史 孟昭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0541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 沈  阳  贺  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595 英语阅读（一） 英语阅读（一） 俞洪亮  秦  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00596 英语阅读（二） 英语阅读(二) 白永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英语写作基础 杨俊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600 高级英语 高级英语(上下册) 王家湘  张中载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版
00603 英语写作 英语写作 杨俊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英美文学选读 张伯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版
00633 新闻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 高金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版
00642 传播学概论 传播学概论 张国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654 新闻采访写作 新闻采访写作 赵景云  刘小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版
00658 新闻评论写作 新闻评论写作 曾建雄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年版
00659 新闻摄影 新闻摄影 毕根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版
00660 外国新闻事业史 外国新闻事业史 张允若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00661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汤世英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00662 新闻事业管理 新闻媒体经营与管理 谢新洲  陈春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794 综合英语（一） 综合英语(一)上下册 徐克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版
00795 综合英语（二） 综合英语(二)上下册 徐克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版
00830 现代语言学 现代语言学 何兆熊  梅德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版
00831 英语语法 现代英语语法 李基安  王望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832 英语词汇学 英语词汇学 张维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版
00853 广告学（二） 广告学(二) 丁俊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学前教育心理学 曹中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0892 商务交流（二） 商务交流 刘  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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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8 网络营销与策划 网络营销与策划 秦良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1848 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制度 刘俊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2141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张海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
02159 工程力学（一） 工程力学(一) 蔡怀崇  张克猛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版
02183 机械制图（一） 机械制图(一)(含习题集) 许睦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版
02185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 张  鄂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版
02187 电工与电子技术 *电工与电子技术 贾贵玺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版
02194 工程经济 *工程经济 吴  锋  叶  锋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版
02195 数控技术及应用 *数控技术及应用 梅雪松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版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孙洪祥  张志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2198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 申亚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现代设计方法 李鹏飞  宋  俐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版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樊尚春  张建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版
02241 工业用微型计算机 工业用微型计算机 朱  岩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
02243 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计算机软件基础 崔俊凯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版
02275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孙践知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版
023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琼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
02318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 袁春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02324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 辛运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版
02325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系统结构 李学干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版
02326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陈向群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版
02331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 苏仕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2333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王立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
02386 土木工程制图 土木工程制图 丁建梅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2404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廖红建  党发宁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2439 结构力学（二） *结构力学（二） 张金生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2440 混凝土结构设计 *混凝土结构设计 邹超英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2442 钢结构 *钢结构 钟善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建筑经济与项目管理 严  薇  华建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
02448 建筑结构试验 *建筑结构试验 施卫星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2628 管理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 陈建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社区护理学（一） 李春玉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7年版
03005 护理教育导论 护理教育导论 郑修霞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3006 护理管理学 护理管理学 周颖清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007 急救护理学 急救护理学 张海燕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7年版
03008 护理学研究 护理学研究 刘华平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精神障碍护理学 郭延庆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010 妇产科护理学（二） 妇产科护理学(二) 何  仲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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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含考纲）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3011 儿科护理学（二） 儿科护理学(二) 陈京立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3200 预防医学（二） 预防医学（二） 钟才高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201 护理学导论 护理学导论 李小妹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内科护理学（二） 姚景鹏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外科护理学(二) 顾  沛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3291 人际关系学 人际关系学 冯  兰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3292 公共关系口才 公共关系口才 黄士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03293 现代谈判学 现代谈判学 蒋春堂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03294 公共关系案例 公共关系案例 涂光晋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03295 国际公共关系 国际公共关系 郭惠民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3297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叶陈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3298 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 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 周祯祥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3299 广告运作策略 广告运作策略 黄升民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3300 现代媒体总论 现代媒体总论 金梦玉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3347 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 刘鹤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 关信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03616 采购战术与运营 采购战术与运营 方  惠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版
03657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秦金亮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学考试

学习读本 刘瑞复  左  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学习读

本 李  捷  王顺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

学习读本 卫兴华  赵家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柳金甫  张志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线性代数(经管类) 刘吉佑  徐诚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435 老年护理学 老年护理学 尤黎明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4436 康复护理学 康复护理学 黄永禧  王宁华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4729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 徐中玉  陶型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730 电子技术基础（三） 电子技术基础（三） 温希东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据库系统原理 黄  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版
04737 C++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 辛运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年版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计算机网络原理 李全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版
04747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辛运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版
05361 物流数学 *物流数学 付维潼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03708

0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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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62 物流英语 物流英语 毛浚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05364 物流企业会计 *物流企业会计 刘东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版
05372 国际物流导论 国际物流导论 王德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05374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刘东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05677 法理学 法理学 周旺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5678 金融法 金融法 吴志攀  刘  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5679 宪法学 宪法学 胡锦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5680 婚姻家庭法 婚姻家庭法 马忆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5728 采购谈判与供应商选择 采购谈判与供应商选择 葛建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版
05734 商业组织与过程 商业组织与过程 郑称德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版
05844 国际商务英语 国际商务英语 王学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0510 ◆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 *企业连锁经营与管理(第二版) 肖  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0511 ◆销售团队管理 *销售团队建设与管理 麦肯斯特营销顾问公司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2350 儿童发展理论 儿童发展理论 王振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孙蚌珠  冯雅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注：
1. 本表是以教试中心函[2021]77号文为蓝本制作而成的。
2. 2022年首次使用的新教材或修订改版后首次启用的教材，均在课程名称栏内加“★”，以示区别。
3. 在“版次”栏内加注“*”的课程表示其大纲和教材内容及要求未变动。
4. 课程名称前加“◆”的《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课程、《销售团队管理》课程考试大纲请从中国教育考试网（www.neea.edu.cn）下载。
5. 教材名称（含考纲）前加“*”的，表示大纲允许考试过程中携带不具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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