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2-10

福建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经济学与管理学基础》考试说明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是普通高

校全日制高职应届毕业生升入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的选拔性考

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职阶段相关专业

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确保招生质量。专升本考试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经济学与管理学基础》作为专升本考试经济管理类的专业

基础课，其考试说明依据“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

的原则，注重考查学生在高职阶段应知应会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基

础知识、基本经济管理学素养和综合实践能力。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考核应立足基础，突出应用，考查考生在高职阶段对于经济

学和管理学基础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考查学

生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一般经济管理问题的应用能力。考核内容包

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三个模块，具体要求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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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研

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又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特别是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考查考生在高

职阶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

考查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一般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1.知识要求

（1）了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判断。

（2）理解：理解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熟悉价值规律的主要

内容。

（3）掌握：掌握剩余价值的定义，并能够运用定义进行剩

余价值量、剩余价值率的计算。

2.技能与能力要求

能够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我国的国情、国策进行结合分析

的能力。

3.素养目标

（1）培养学生的经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的品德。

（2）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二）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是高等学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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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和主要专业基础课。主要考查学生对经

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掌握程度，结合所

学知识说明一般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1.知识要求

（1）了解：了解影响需求和供给的因素，能简单描述一些

重要因素对供求变动的影响。

（2）理解：理解效用最大化和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能熟练

对消费者均衡进行分析及判断。

（3）掌握：掌握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能熟练地求解均衡

的国民收入水平。

2.技能与能力要求

技能与能力是指数据分析与计算技能，图、表处理能力以及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1）数学计算与分析技能：能够根据经济学的相关原理、

公式，结合经济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2）图、表分析与处理能力：能够从图、表中检索出重要

信息，理解相关经济知识及原理；能够借助图、表的绘制以更简

单的方式解决实际中复杂的经济问题。

（3）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能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

基本分析方法等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3.素养目标

素养目标是指具备经世济民的职业素养，了解和领悟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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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及相关政策，关注、思考时事，具备爱国主义情怀和远大

理想抱负。

（三）管理学基础

《管理学基础》是一门经管学科门类各专业均需开设的核心

基础理论课，主要以一般管理过程的主要职能为线索，要求学生

在理解和掌握管理学基本理论、内容、方法与技能的基础上，逐

步学会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将管理学的知识内化为自

身的思维模式。具体要求如下：

1.知识要求

（1）了解：了解组织环境的层次类型和具体环境要素，能

够描述出组织内部环境、具体（微观）环境以及一般（宏观）环

境包含的具体要素。

（2）理解：理解管理幅度设计，能够分析管理幅度与管理

层级之间的关系。

（3）掌握：掌握控制的过程，能够应用控制过程理论对控

制方法进行分析，并设计出控制流程。

2.技能与能力要求

技能与能力是指决策计算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管理

思维能力和数字化管理思维能力。

（1）决策技能：能够用决策树、四个基本准则法等方法对

简单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决策结果。

（2）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能够运用原理、规则和程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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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对客观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3）管理思维能力：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战

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以及底线思维等分析与

解决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本科目考试内容包括经济管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由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三个模块组成。

第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约 50 分）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和方

法

1.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能够理解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定义，两者之间的关系。

2.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能够理解其科学性和

阶级性是如何统一的。

3.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对唯物辩证

法的再学习、再了解，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贡献，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

成。

（二）商品与货币

1.掌握商品的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掌握社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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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劳动时间的定义，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何决定商品价值

量。

2.了解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掌握货币的五大职能。

3.理解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定义。

4.掌握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

5.能够简述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三）资本主义经济

1.了解垄断形成的原因，掌握垄断组织的基本形式。

2.了解货币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能够比较 W-G-W 和 G-W-G’

的异同，能够理解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3.理解价值形成过程是如何变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掌

握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定义，并运用剩余价值的定义计算剩余

价值率。

4.掌握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态。

5.掌握资本周转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定义，并理解提高资本周

转速度的意义和途径。

6.理解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分析影响利润率变动的主

要因素。

7.掌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定义，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实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分析资本主

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

（四）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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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定义。

2.掌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涵和要求，能够深

刻理解为什么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掌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能够分析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富裕道路。

4.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征，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所有制为什么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主体地位的

主要体现。

5.理解收入分配的一般概念，掌握国内生产总值（GDP）和

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定义。了解按劳分配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要求，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特点。

6.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就、基本经验。

7.掌握新发展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新特点，认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和制度优势。

第二部分 西方经济学（约 100 分）

（一）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理论

1.理解需求和供给的基本概念，能够熟悉描述需求和供给的

列表法、曲线法和函数法。

2.掌握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能够运用供求规律对市场价格

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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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影响需求和供给的因素，能描述一些重要因素对供求

变动的影响。

4.理解市场均衡的含义，能熟悉“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形

成的机理。

5.了解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能够利用供求机制对经济现象

进行简单解释。

6.掌握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能熟练对需求价格弹性进行计

算。

7.了解需求价格弹性的分类，能根据弹性系数的大小区分不

同类型的价格弹性。

8.理解需求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能够运用弹性理论分析

“谷贱伤农”“薄利多销”等经济现象。

（二）消费者行为理论

1.了解效用的含义，能够描述欲望与效用的关系，能分辨基

数效用与序数效用的区别。

2.理解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含义，能够熟悉二者之间的联系

与区别。

3.掌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能够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分析

相关经济问题。

4.理解效用最大化和消费者均衡，能熟练对消费者均衡进行

分析及判断。

5.了解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能描述二者的含义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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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6.理解边际替代率的含义及其递减规律，能够知道边际替代

率与边际效用之间的关系。

7.了解消费者剩余的含义，能够描述消费者剩余的形成原

因。

（三）生产者行为理论

1.了解生产及生产函数，能描述生产及生产要素的含义，能

区分短期生产函数及长期生产函数的不同。

2.理解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的含义及三者之间内在

关系，能判断一种要素可变情况下厂商投入的合理区间。

3.掌握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会运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分析实

际经济问题。

4.了解等产量线、等成本线的概念，能了解二者的性质特征

及曲线图形。

5.理解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含义及其递减规律，能够知道边际

技术替代率与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

6.理解生产者均衡，能知道两种生产要素最适组合的均衡条

件并加以分析判断。

7.理解短期成本的概念与分类，能知道总成本、不变成本、

可变成本、平均成本、平均不变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及边际成本

的变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

8.理解企业收益的概念与分类，能知道总收益、平均收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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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收益的变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

9.掌握利润最大化原则，能求解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厂商产

量、利润和成本等变量。

（四）市场结构理论

1.了解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的含义及

特征，能对以上市场结构进行比较和判断。

2.掌握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会运用均衡

条件求解最佳产量和利润。

3.了解垄断市场上的均衡，能够知道垄断厂商短期均衡和长

期均衡的条件。

4.了解价格歧视的含义及类型，能够分辨一级价格歧视、二

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的不同。

5.了解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均衡，能知道垄断竞争厂商短期均

衡和长期均衡的条件。

6.了解寡头市场的特征和分类，能够描述寡头市场的竞争策

略。

（五）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1.了解市场失灵的原因，能够解释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

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市场失灵。

2.理解外部性的含义和分类，熟悉治理外部性的微观政策。

3.理解公共品的有关的概念，能够熟悉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

及政府的干预政策。



- 11 -

4.了解信息不完全的含义，能够描述应对信息不完全的微观

政策。

5.理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原理，会运用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说明现实的经济问题。

（六）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

1.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能区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

产总值的不同。

2.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能够用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

值。

3.了解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能分辨不同经济指标之间的区别

与联系。

4.理解实际 GDP 与名义 GDP，能知道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七）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1.理解消费函数、储蓄函数、投资函数，能够熟悉其含义及

性质。

2.掌握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能熟练地求解均衡的国民收入

水平。

3.理解 IS、LM 曲线，能熟悉这两条曲线的含义及其变动。

4.理解产品市场、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会求解均衡利率水

平及均衡收入。

5.理解总供给、总需求曲线，能熟悉这两条曲线的含义及其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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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理解总供给－总需求曲线模型，会求解均衡价格水平和均

衡收入。

（八）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1.熟悉失业的含义、类型及原因，理解失业对经济及社会的

影响。

2.理解充分就业、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能够知道二者之间的

联系。

3.熟悉通货膨胀的含义、类型及原因，理解通货膨胀对经济

的影响。

4.了解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能够描述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

系。

（九）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

1.了解经济周期的含义和特征，能分辨出不同阶段和类型的

经济周期。

2.了解经济增长的含义，能够知道经济增长的核算方法。

3.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能够熟悉促进经济增长的政

策。

（十）宏观经济政策

1.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能够分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区

别与联系。

2.理解财政政策的含义和工具，能够熟悉财政政策的内容与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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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货币政策的含义和工具，能够熟悉货币政策的内容与

运用。

4.理解财政政策效应和货币政策效应，能够运用 IS-LM 模型

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动对国民收入影响的效果。

第三部分 管理学基础（约 150 分）

（一）管理与管理学

1.了解管理的内涵，包括管理的概念、基本特征和职能，能

够描述管理五大职能之间的逻辑关系。

2.掌握管理的本质，能够应用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特征

对管理实践进行分析。

3.理解管理的基本原理，能够分析不同原理的含义以及在管

理中的作用。

4.掌握古典管理理论时期的主要管理理论和代表人物，包括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组织

理论等，能够应用理论中的核心观点解释现代管理中的实践问

题。

5.了解霍桑实验的意义，能够描述霍桑实验在管理理论发展

中的作用和地位。

（二）决策

1.理解决策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能够区分不同决策类型的差

异，并能相应列举出实际生活中不同类型的决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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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决策的制定过程，能够应用决策制定过程来分析具体

的管理决策问题，并进行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

3.掌握不确定情境下决策方案选择准则的方法，能够应用四

个基本准则的方法进行不确定决策并得出决策结果。

4.了解组织环境的层次类型和具体环境要素，能够描述出组

织内部环境、具体（微观）环境以及一般（宏观）环境包含的具

体要素。

5.掌握环境分析的常用方法，能够使用 PEST 分析法、波特

五力模型和 SWOT 分析法对企业的具体环境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应

结论。

6.了解决策活动方案生成的方法，能够知道 5W2H 法、头脑

风暴法、德尔菲法和强迫联系法。

7.掌握决策树方法，能够用决策树方法比较和评价不同方案

的经济效果，并且做出最后的决策。

（三）计划

1.理解计划的概念和作用，能够区分动词和名词意义上“计

划”的不同概念，分析计划在管理职能中的作用。

2.了解计划的类型，能够用实例说明不同类型的计划。

3.理解计划编制的过程，能够对计划编制的每一个步骤展开

分析。

4.掌握目标管理的含义和实施过程，能够应用目标管理的知

识对实际管理问题进行分析，并设计出具体企业的目标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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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四）组织设计

1.了解组织和组织设计的含义，能够描述组织设计的逻辑思

路。

2.理解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能够分析每个因素对组织设计

的影响方式和作用。

3.掌握组织设计的原则，能够应用目标一致原则、分工与协

作原则、有效管理幅度原则、权责对等原则和柔性经济原则来分

析企业在组织设计中的实际问题。

4.理解组织结构的概念和形式，能够理解不同组织结构类型

的基本特征、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

5.理解非正式组织的含义以及与正式组织的整合路径，能够

分析非正式组织在组织中的正面与负面的作用，和管理非正式组

织的方法。

6.理解管理幅度设计，能够分析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之间的

关系，以及影响管理幅度的影响因素。

7.理解组织设计中的集权与分权的逻辑关系，能够分析影响

分权程度的因素、分权与授权的区别、授权的影响因素以及授权

的原则。

（五）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

1.了解组织变革的模式和路径，能够描述理性组织变革的三

个阶段模式以及组织变革的四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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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组织变革的障碍，能够具体分析组织变革过程中的障

碍因素，理解各种障碍对企业变革的影响路径。

3.了解组织文化的概念、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能够描述组织

文化、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会简单应用。

4.掌握组织文化的构成，能够应用组织文化构成的三个层次

对组织文化进行分析与评价。

5.理解组织文化的功能，能够分析组织文化对组织的正向和

反向功能。

（六）领导的一般理论

1.理解领导的内涵与特征，能够区分领导与管理，分析领

导权力的来源以及领导的三要素。

2.掌握领导者特质理论，能够应用领导者特质理论分析具

体的领导相关问题。

3.掌握领导者行为理论，能够应用领导者行为理论分析具

体的领导相关问题。

4.掌握领导者权变理论，能够应用情境领导模型和费德勒

的权变领导理论分析具体的领导相关问题。

（七）激励

1.了解动机性行为的过程，能够简单描述动机性行为的一

般过程。

2.了解激励的概念，能够描述激励的内涵和机理。

3.掌握行为基础理论，能够应用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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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成就需要理论来分析激励的具体问题，并设计相应的激励方

法。

4.掌握过程激励理论，能够应用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和目

标设置理论来分析激励的具体问题，并设计相应的激励方法。

5.掌握强化理论，能够应用强化理论来分析激励的具体问

题，并设计相应的激励方法。

6.掌握激励方法的类型，能够根据具体企业的情况来设计

相应的激励方法。

（八）沟通

1.了解沟通的含义、功能和过程，能够简单描述沟通的含义、

功能和过程，知道沟通过程中每个环节的意义。

2.了解沟通类型与渠道，能够区分言语沟通与非言语沟通、

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的类型和特征。

3.理解沟通障碍及其克服的方法，能够分析有效沟通的标

准、影响有效沟通的因素以及克服沟通障碍的方法。

（九）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1.了解控制的内涵，能够描述控制在管理职能中的作用。

2.了解控制的原则，能够描述控制的有效标准原则、控制

关键点原则、控制趋势原则、直接控制原则以及例外原则的含义。

3.理解前馈控制、现场控制和反馈控制，能够区分三种控

制的特征及优缺点。

4.掌握控制的过程，能够应用控制过程理论对控制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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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设计出控制流程。

（十）创新原理

1.了解管理创新的内涵，能够简单描述创新在管理职能中的

作用。

2.理解管理工作的维持与创新的关系，能够分析维持与创新

在管理中的逻辑关系。

3.了解管理创新的类型与基本内容，能够描述管理创新的不

同类型和基本内容。

4.了解管理创新过程，能够简单描述有效管理创新工作的具

体过程。

三、考试形式与参考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全卷满分

300 分。考试不使用计算器。

（二）参考题型

考试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题、案例分析题和

论述题等，也可以采用其他符合学科性质和考试要求的题型。

四、参考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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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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