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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考试范围（知识点）

第二单元 外国语

240 德语

参照《德语专业教学大纲》

241 法语

参照《大学法语教学大纲》

211 翻译硕士英语

参照《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入学考试总纲》

242 二外英语

参照《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四级要求

243 二外日语

参照《大学日语教学大纲》

244 二外德语

参照《大学德语教学大纲》

245 二外法语

参照《大学法语教学大纲》



2

第三单元 业务课 1

611 法学理论

法理学（90 分）：法律的本体；法律的作用和价值；法律的形成和运行；法律方法；法律的发展；法律与社会。

西方法哲学（60 分）：西方法律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理论学说，各重要法理学流派的原理。

612 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报考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文化方向 100 分；报考外国法制史、比较法律文化方向 50 分）：中国古代法制（包括中国法律的起源，

夏、商、西周的法制，春秋战国时期法制，秦、汉朝法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制，隋、唐朝法制，五代十国与宋、元、明、清朝法制）；中国近代法

制（包括太平天国法制，晚清法制的变革，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法制，革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法制）。

外国法制史（报考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文化方向 50 分；报考外国法制史、比较法律文化方向 100 分）：外国法制史基本理论、楔形文字法、印

度法、古希腊法、罗马法、欧洲中世纪法、伊斯兰法、英国法、美国法、法国法、德国法、日本法、俄罗斯法、欧盟法。

61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75 分）：宪法概述、宪法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制度和政策、宪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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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学（75 分）：理论：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规范行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程序、行政

协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法相关法律规范；行政法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中涉及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的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涉及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公布的相关案例。

614 刑法学

刑法的基本概念、原则，犯罪论原理，刑罚论原理，刑法典和有关刑法修正案，有关刑法的司法解释。刑法分则中基本理论，有关罪名规定及适

用。

615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包括权利的分类、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等）、意定之债（包括合同的成立、变更、转让、消灭、履行障碍及典型有名合同等）、

法定之债（包括缔约过失、无因管理、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物权（包括物权种类、物权保护、物权变动、物权效力、占有等）、婚姻家庭、继

承、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等）。（150 分）

616 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75 分）：包括任务和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辩护与代理、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立案、侦查、审查起诉、

审判组织、一审、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特别程序；民事诉讼法（75 分）：包括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中国民事诉讼法的

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审判程序、执行程序、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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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经济法学

经济法（50 分）：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国有经济参与法律制度。

商法（50 分）：商法基础理论、公司法、破产法。

金融法（50 分）：金融法基础理论、证券法、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期货法。

618 环境法学

环境法（50 分）：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基本法律规定。

自然资源法（50 分）：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法基本法律规

定。

能源法（50 分）：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核安全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基本法律

规定。

619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50 分）：国际公法导论（包括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公法总论（包括国际法基本制度）、国际公法分论（包括主要领域及其核心条约）。

国际私法（50 分）：国际私法基本理论与制度、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国际和区际民事司法协助、国际商事仲裁。

国际经济法（50 分）：国际贸易法（含 WTO）、国际投资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

国际航运法（50 分）：包括海商法总则、船舶物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航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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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上保险合同、海商法时效、涉外海商关系的法律适用等。报考国际法方向的考生选考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

际经济法；报考国际航运法方向的考生选考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航运法。

620 军事法学

国际公法（90 分）：国际公法基本理论（含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主体、居民、国际法律责任等）、条约法、领土法、国际海洋法、外交和领

事关系法、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国际争端法、战争法。

国际人道法（30 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项原则、各类交战法规（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以及其他规制战争的公约）、国际人道法的历史沿革。

中国军事法（30 分）：军事法学基本理论、现行我国军事法律制度。

621 法律与金融（考生任选法律模块或金融财会模块作答）

法律模块：金融法（60 分），包括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期货法、票据法；民商法（70 分），包括民法总论、债法总论、担保法、商

法总论、公司法、非公司企业法、保险法、破产法；经济法（20 分），法经济学视角与市场管制、价格监管、宏观调控。

金融财会模块：金融财会（100 分）；法律模块论述题自选 2 题（50 分）。

622 公安法学

犯罪学（50 分）：中西方犯罪学史、犯罪学学科研究领域及方法、犯罪现象理论、犯罪原因理论、犯罪预防理论、犯罪学专论、刑事政策理论等。

侦查学（50 分）：侦查概念论、侦查史论、侦查法治论、侦查程序论、侦查效益论、侦查公开论、侦查文化论、侦查国际合作论、经济犯罪侦查、

刑事专案侦查等。

治安学（50 分）：治安学基本概念、治安史、治安制度比较、治安秩序的结构与形成机理、治安秩序的维护、大治安理念、治安防控战略、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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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

623 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制度（50 分）：包括司法鉴定基本概念、司法鉴定科学原理、司法鉴定基本原则、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证据制

度、司法鉴定质量监控与标准化。

司法鉴定专业基础（100 分）：包括物证技术司法鉴定的原理、技术和方法，声像资料与计算机司法鉴定的原理、技术和方法，会计司法鉴定的原

理、技术和方法，法医学司法鉴定的原理、技术和方法。（本部分内容考生根据各自选报的研究方向选择对应专业内容作答）

624 知识产权法学

商标法（45 分）、著作权法（45 分）、专利法（45 分）、竞争法及知识产权基本理论（15 分）。

62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理论成果；2.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包括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

容；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等。（150分）

626 政治学原理

概念与基础（70 分）：包括政治与政治学、西方政治学的历史发展、政治权力与合法性、国家与政体、政府与政治管理；政治互动（50 分）：包括

政党与政治团体、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政治变迁（30 分）：包括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民主与民主化。

627 社会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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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100分）：劳动法原理、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劳动基准法、劳动争议处理法。

社会保障法（50分）：社会保障法原理、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

628 公共行政学

行政学学说史(20分)；原理(100分)：主要包括政府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公务员制度、机关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公共财政、法治

政府、行政绩效、行政伦理；行政环境、行政改革及以上知识点应用（30分）。

629 教育经济与管理综合

高等教育学(75分）：高等教育发展史、高等教育的本质、高等教育的体制与结构、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研究生教育、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

业教育、高等学校的文化和法制建设。

教育管理学（75分）：中国和西方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组织管理和文化、教育管理决策和管理激励、教育管理沟通与协调、教育管理控制和教育

人事管理。

630 社会保障学

社会保障概论（75 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内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社会保险学（75 分）：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及改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631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基础理论（30分）、应急管理体制（30分）、应急管理机制（30分）、应急管理法制（30分）、应急管理预案（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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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学科基础概念(70 分）。

主要社会学流派（50 分）：主要人物及其思想。

应用分析能力（30 分）：特定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专业分析。

633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

公法中的传播法（50 分）：包括宪法中的表达权、监督权，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淫秽色情传播、谣言传播等方面的规制，保密法、信息

公开法对新闻传播与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

私法中的传播法（70 分）：包括媒体传播与民法中的人格权、侵权责任等相关的内容，与著作权相关的内容等。

传媒与司法、伦理的关系（30 分）：包括媒体传播的职业伦理、与司法公开、司法独立的关系等。

634 新闻与传播学理论

新闻学理论（75 分）:四种新闻学主导理论，新闻的定义、特征、本源、要素，新闻真实性，新闻传播与宣传、新闻传播与舆论，新闻传播与受

众，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与基本规律、功能与效果，党性原则，新闻媒介的性质，互联网、新媒体与传播业新业态，新闻媒介的运行体制与管理模

式，传媒业经营，新闻选择的标准（新闻价值等几个方面）与具体运用，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理念、职业道德和修养，中国的新闻改革。以及其他重要

新闻理论。

传播学（75 分）：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

论，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大众传播效果理论，政治传播诸议题，国际传播，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媒介与身份认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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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媒介化理论等。

635 外国语言文学基础

考查学生本专业的基础能力，对外国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以及读、写、译等技能的运用。（题型为外汉互译（100 分）和写作（50 分），出题语言

为中文，考生选用英语，日语，德语或法语作答（不得与二外语种相同）。）

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新闻报道业务“采、写、编、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具体要求（50 分）；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具体业务实践

的能力（100 分）。

331 社会工作原理

社会学概论（60 分）：群体与组织、婚姻与家庭、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越轨与社会控制、社会角色与社会化、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概论（90 分）：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伦理、社会工作专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分支领域。

357 英语翻译基础

社会热点词汇（40 分）、法律术语（50 分）、政府公文与法律文本翻译（30 分）、文学与报刊文献翻译（30 分）。



10

第四单元 业务课 2

801 法学综合

法学理论：法律要素、法律关系、法治理论和实践、法律文化和法治理念、法律和社会、法律作用和价值、法律的实施、法律方法。

法律史：中国法制史部分包括西周法律制度（立法概况、礼与刑及其适用、民事法律）、隋唐法律制度（唐初法制指导思想、唐朝立法概况、唐

朝刑事法律）、晚清法律制度的变革（制宪活动、修律活动、司法制度的变革）；外国法制史部分包括罗马法、英国法、法国法。

宪法：宪法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

刑法：刑法概述，犯罪论基础及重要原理，刑罚论基础及重要原理。刑法分则中基础理论，重要罪名的规定及适用。

民商法：法律关系与权利体系、权利主体、法律行为（含代理）、权利的行使、诉讼时效。

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一审程序 ；民事诉讼法部分包括诉、主管和管辖、当事人、证据和证明的制

度及理论。

经济法：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国有经济参与法律制度。

802 法学综合

司法鉴定制度（80 分）：司法鉴定基本概念、司法鉴定科学原理、司法鉴定基本原则、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证据制度、

司法鉴定质量监控与标准化。

法学综合（70 分）：法律基础、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鉴定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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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区域经济学

区位理论（30 分）：包括新古典区位论、中心地理论、集聚效应的经济学分析、外部效应的区域经济政策含义；

区域产业结构理论（30 分）：包括区域产业结构演化、区域专业化与主导产业选择、区域产业梯度转移与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30 分）：包括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极化理论、新增长与区域创新理论；

区域分工与要素流动理论（20 分）：包括区域分工、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区域要素流动理论；

国家区域政策实践（40 分）：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点地区的区域发展规划等。

804 金融学

金融学（90 分）：金融学基础知识、金融学基础理论、金融市场、金融工具、投资与风险管理等。

国际金融（30 分）：国际金融基础知识、汇率与国际收支理论、外汇交易产品等。

国际及国内重大金融事件分析（30 分）。

805 产业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70 分）：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80 分）：总需求与总供给、国民收入总量及构成、货币与财政、人口与就业、要素与禀赋、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经济预期与经济

政策、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

806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导论（20 分）：包括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行为（30 分）：包括消费者选择、生产函数、成本；市场结构理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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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括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及其失灵（50 分）：包括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

微观经济政策。

8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认识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资本主义理论：包括商品经济论、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新发展；3.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包括社

会主义发展历程、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探索、共产主义理想及其实现。（150 分）

808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地位和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与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

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艺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管理。（150 分）

809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内涵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容与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与特征、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150 分）

810 当代中国政治

政治结构与政治机制（50 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

政治文化与政治改革（50 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国际环境。

社会分层与政治转型（50 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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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比较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40 分）：民主、政治组织、政党、政治结构、政治体系等。比较政治的基本理论（60 分）：政治文化、政治参与、多元

主义、全球化等。

比较政治的理论发展（50 分）：比较政治的主流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等。

812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典范与模式(20 分)；原理(130 分)：包括公共部门、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治理、规制与监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

三部门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

813 中外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制度（70 分）：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和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体制、人民政协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监察制度、宣传制度、

中央地方关系、财政体制、基层自治制度等；古代中国政治制度（30 分）：包括大一统体制、王朝制度、选官制度、郡县制度、监察制度、家族（宗

法）等；西方政治制度（50）：包括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政体类型、国家结构形式。

814 国际政治综合

国际关系理论（40 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史（40 分）：西方国际关系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冷战史。

中国外交（40 分）：外交学理论、近代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外交。

国际政治经济学（30 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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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新闻实务

新闻采访的定义、特点、方式，新闻报道策划，新闻采访前期、中期（新闻采访艺术与技巧）、后期活动（40 分）；消息各层次（标题、导语、正

文）等的写作、编辑，通讯的分类及通讯写作几种常见的结构（70 分）；新闻评论常见文体的写作、评析（40 分）。

816 传播实务

网络舆论与媒介治理（75 分）：网络传播基础技术、网络新闻编辑实务、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网络公关与广告传播、媒介（网络）参与社会治

理典型案例、网络传播的典型形式、意见领袖与人际网络、网络舆情治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的网络传播效果、典型案例的传播机制及社会影响等。

品牌形象与品牌公关（75 分）：公共关系史纲、公共关系的概念与观念、公共关系的宣传范式、公共关系的说服范式、公共关系双向均衡范式、

品牌形象塑造、品牌危机与品牌公关、公共关系对话范式、政府发布议题管理、政府或企业危机管理、公共关系批判等。

817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近代中国史：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化；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近代国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2、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现代中国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日本侵华与中华民族

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新中国的成立。3、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50 分）

818 社会研究方法

方法论与研究设计(50 分)、实地研究与调查研究(50 分)、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30 分)、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20 分)。

819 外国语言文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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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75 分）：传统语法学、现代语法学、词汇学和语义学等，法庭言语的特征、语境因素、各言语角色的关系及言语特征、

法律翻译理论、术语翻译的渊源与规范化。

外国文学（75 分）：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法律文学特征、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翻译、文学翻译理论。（试

卷语言均为中文）

431 金融学综合

金融学：金融学基础知识、金融学基础理论、金融市场、金融工具、投资与风险管理等内容；国际金融：国际金融基础知识、汇率与国际收支理

论、外汇交易产品等（75 分）。

公司金融：基础知识及基础理论、融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政策、现金流管理、财务规划等（75 分）。

437 社会工作实务

社会工作实务（90 分）：社会工作伦理基础、通用过程模式、个案治疗原理及方法、团体工作原理及方法、社会工作评估、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

基础及价值体系、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演进及本土实践、社区社会工作的过程、方法及原则。

社会研究方法（60 分）：定量研究、测量与操作化、抽样、定性研究。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新闻学理论基础（50 分）：新闻宣传、舆论、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规律、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新闻媒介的受众、新闻选择等。

传播学理论基础（50 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大众传播、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大众传播的受众、传播效果、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传播

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等。

新闻业务基础（25 分）：新闻采访的本质和主体、新闻线索与报道策划、新闻写作、消息文本的写作、通讯文体的写作、深度报道的写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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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的写作、新闻写作的创新等。

传播业务基础（25 分）：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原则与职能、媒介市场与产品营销、媒介广告的经营管理、媒介的公共关系、媒介产业化与集团化、

媒介管理机构与体制改革等。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议论文写作（50 分）、公文写作（40 分）、社会热点词汇与术语（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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