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2021-2022学年第2学期研究生教材及教学资料选用汇总表

序号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教师姓名 教师工号 教材名称 作者 版别 出版社 出版时间 ISBN 类别

1 财政税务学院 财税计量分析 202032033 专业选修课 方圆 20190369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 陈强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4月 9787040329834 其他境内教材

2 财政税务学院 收入分配与反贫困研究 0202031008 专业选修课 郭佩霞 20074091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
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

陈宗胜 第一版 格致出版社 2018年4月 9787543228252 其他境内教材

3 财政税务学院 中国收入分配与反贫困研究 0202032028 专业选修课 郭佩霞 20074091 收入分配经济学 权衡 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9787208142701 其他境内教材

4 财政税务学院 外国财税制度比较研究 0202032006 专业选修课 郭佩霞 20074091 外国财政制度 刘明慧 第三版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9787565421631 其他境内教材

5 财政税务学院 论文选题与写作（博士） 0202031021 专业选修课 李建军 20100046 实证论文写作八讲 刘西川 第一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9787301317723 其他境内教材

6 财政税务学院 我国政府性债务问题研究 0202032015 专业选修课 刘楠楠 20150403
新常态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形成根源、预警体系、管控策

栾彦 第一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年4月 9787521811353 其他境内教材

7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理论与政策 0202Z62003 专业选修课 刘楠楠 20150403 税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1年3月 9787522303321 其他境内教材

8 财政税务学院 专业经典文献导读（必选） 0202031003 专业选修课 刘蓉 19881022 财政理论与实践 马海涛 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11月 9787040501209 其他境内教材

9 财政税务学院 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与财政政策研究 0202031004 专业选修课 王君斌 20110019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理论、方法和Dynare实践
李向阳 无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9787302497745 其他境内教材

10 财政税务学院 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 0202031010 专业选修课 王君斌 20110019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校订

本）
黄达 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9787513068666 其他境内教材

11 财政税务学院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与实践 0202031011 专业选修课 文峰 20051060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

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高帆 第一版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5月 9787542637871 其他境内教材

12 财政税务学院 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及方法研究 0202032029 专业选修课 文杰 20064087
工程项目社会评价理论方法及应

用
李开孟 无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5年8月 9787512372221 其他境内教材

13 财政税务学院 公共经济政策评估方法及其应用（博士） 0202031020 专业选修课 杨进 20160187 因果推断实用计量方法 邱嘉平 第一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9787564235864 其他境内教材

14 财政税务学院 公共经济政策评估方法及其应用（硕士） 0202032038 专业选修课 杨进 20160187 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 赵西亮 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9787301284810 其他境内教材

15 财政税务学院 区域财税理论与实践研究 0202032008 专业选修课 吕朝凤 20121827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编写组 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4月 9787040481891 马工程重点教材

16 财政税务学院 纳税评估实务 0253003008 专业选修课 彭蕾 20121361 纳税评估方法与技术 贾忠华 第一版 台海出版社 2020年1月 9787516824962 其他境内教材

17 财政税务学院 国际税收专题 0253003005 专业必修课 张伦伦 20084089 国际税收 朱青 第九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9787300262826 其他境内教材

18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筹划专题 0253003014 专业必修课 吕敏 20031032 税收筹划：理论、实务与案例 蔡昌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2月 9787300287577 其他境内教材

19 财政税务学院 项目评估与分析 0256003006 专业必修课 文杰 20064087 项目决策分析与评价
全国咨询工程师（投资）
职业资格考试参考教材委

第一版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年12月 9787503787539 其他境内教材

20 财政税务学院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0253003003 专业选修课 黄昊 20200134 会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第一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1年3月 9787522303307 其他境内教材

21 财政税务学院 企业价值评估理论与实践 0256003004 专业必修课 张劲松 20041043 企业价值评估 俞明轩 第一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年4月 9787509558874 其他境内教材

22 财政税务学院 无形资产评估理论与实践 0256003005 专业必修课 陈旭东 20074084 无形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刘小峰 第一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9787301280409 其他境内教材

23 财政税务学院 论文选题与写作 0253003040 专业必修课 李建军,杜艳 20100046,20200340 经济学研究方法导论 冯科，何理 第一版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月8月 9787517702153 其他境内教材

24 财政税务学院 商业伦理与职业素养 0253003025 专业选修课 杨帆 20110131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陈汉文，韩洪灵 第一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月9月 9787300286105 其他境内教材

25 财政税务学院 不动产评估 0256003001 专业必修课 周晓蓉 20090074 房地产估计理论与方法
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
格考试辅导用书编写组 

第一版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9月3月 9787566122254 其他境内教材

26 财政税务学院 资产管理理论与实务 0256003007 专业必修课 王佳 20130155 资产管理实务、方法与理论 段国圣 第一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月7月 9787520131414 其他境内教材

27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稽查专题 0253003017 专业选修课 费茂清 20011007 纳税检查 艾华,王敏,高艳荣,马丽佳 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月7月 9787300283067 其他境内教材

28 财政税务学院 财税实务前沿 0253003001 专业选修课 吕敏 20031032 自编讲义 无 0253003001 自编讲义

29 财政税务学院 资产评估实务与案例分析 0256003013 专业必修课 何加明 19851035 资产评估实务与案例分析 杨志明 第一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年6月 9787509561065 其他境内教材

中国财政制度与政策专题 0202032036 专业选修课 黄健 20110123 停开

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 0202032005 专业选修课 王文甫 离职 停开

公共预算与制度研究 0202031006 专业选修课 周小林 离职 停开

系所负责人： 分管研究生教学负责人： 教授委员会主席：

学院（中心）院长（主任）： 学院(中心)公章 分党委（党总支）书记： 学院（中心）分党委（党总支）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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