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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商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分数线及调剂公告 

    热忱欢迎全国各地优秀考生到湖南工商大学学习深造！2020年

我校部分学科专业拟接收调剂硕士研究生考生，现将我校 2020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分数线及调剂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复试分数线 

1、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艺术学学术硕士，金融、应

用统计、国际商务、法律、新闻与传播、电子信息专业硕士初试总分、

单科成绩均达到教育部公布的 2020年研究生复试基本分数线（A类考

生）要求。 

2、会计专业硕士、审计专业硕士单科成绩达到教育部公布的 2020

年研究生复试基本分数线（A类考生）要求，且会计专业硕士初试成绩

总分≥215分，审计专业硕士初试成绩总分≥212分。 

3、我校法律专业硕士、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招收大学生退役士

兵专项计划考生，大学生退役士兵计划复试分数要求:①法律专业硕士

初试成绩总分≥225 分；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初试成绩总分≥255 分。

②考试科目满分为 100分的，单科成绩不低于 30分，考试科目满分为

150分的，单科成绩不低于 45分。 

二、调剂学科专业目录 

1、湖南工商大学学术学位硕士接收调剂学科专业一览表 

一级学科名

称 

二级学科代码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所属单位 

理论经济学 

020101 政治经济学 经贸学院 

020104 西方经济学 经贸学院 

020105 世界经济 经贸学院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经贸学院 

0201Z1 互联网经济 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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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020201 国民经济学 经贸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经贸学院 

020203 财政学 财金学院 

020204 金融学 财金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经贸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经贸学院 

020209 数量经济学 财金学院 

0202Z1 金融工程 财金学院 

法学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法管学院 

030104 刑法学 法管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法管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法管学院 

马克思主义

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语言  

文学 

050101 文艺学 文新学院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学院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文新学院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新学院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文新学院 

管理科学与

工程 

120101 大数据与智能决策 大数据研究院 

120102 物流工程与智慧物流 大数据研究院 

120103 信息管理与商务智能 大数据研究院 

120104 电子商务与物联网管理 大数据研究院 

120105 管理系统工程 大数据研究院 

工商管理 

120201 会计学 会计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工管学院 

120203 旅游管理 旅管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工管学院 

设计学 

130501 环境设计 艺术学院 

130502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艺术学院 

130503 手工艺设计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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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工商大学专业学位硕士接收调剂专业领域一览表 

专业学位代码 专业学位名称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所属单位 

0251 金融 

025101 金融机构管理与创新 财金学院 

025102 资本运营与投资管理 财金学院 

025103 跨国投融资管理 财金学院 

0252 应用统计 

025201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数统学院 

025202 大数据分析与商务统计 数统学院 

025203 经济统计建模与应用 数统学院 

0254 国际商务 

025401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 经贸学院 

025402 跨境电子商务 经贸学院 

025403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 经贸学院 

0351 法律 
035101 法律（非法学） 法管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 法管学院 

0552 新闻与传播 

055201 媒介经营管理 文新学院 

055202 新闻实务 文新学院 

055203 广告传播实务 文新学院 

0854 电子信息 

01 机器视觉与虚拟现实技术 计信学院 

02 模式识别技术与智能移动商务 计信学院 

03 云计算与大数据处理 计信学院 

04 物联网智能感知与智慧管理 计信学院 

三、复试安排 

    1、根据国家文件要求，复试启动时间不早于 4月 30日。 

    2、我校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在保护考生

和教师健康与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具

体复试时间、复试方式及有关安排等信息，将在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

院网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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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1、研究生院联系方式 

   邮箱：hnsxyyzb@126.com 

   电话：0731-88688031 

    2、招生二级单位联系方式 

湖南工商大学 2020年研究生招生二级单位联系人一览表 

特别提醒：疫情特殊时期，请考生们严格遵守国家规定，自觉履行疫情防控责

任，请勿来校访师、访校，尽量使用电子邮件的方式与各二级招生单位联系人

联系。 

                                       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院 

2020年 4月 20日 
 

二级招生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经贸学院 徐老师 13687395650 59090565@qq.com 0731-88689273 

财金学院 杨老师 17775995837 903818019@qq.com 0731-88688343 

工管学院 周老师 13907482242 593653209@qq.com 0731-88687352 

会计学院 彭老师 13508493784 54615807@qq.com 0731-88688361 

旅管学院 焦老师 13548636788 80227101@qq.com 0731-88689282 

法管学院 文老师 18874958066 844056036@qq.com 0731-88688300 

文新学院 何老师 13077389482 1745598105@qq.com 0731-88688155 

计信学院 徐老师 13548691690 569211693@qq.com 0731-88689238 

数统学院 沈老师 13548566319 269854042@qq.com 0731-8868664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老师 13027415868 754494759@qq.com 0731-88688309 

艺术学院 雷老师 18975118688 787339497@qq.com 0731-88686604 

外国语学院 朱老师 18390846760 2274063279@qq.com 0731-88688326 

大数据研究院 曾老师 13975826606 37465112@qq.com 0731-88688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