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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2023总数) 

1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1 经济学院 

联系人：于洋 

联系电话：0431-85166737、

85153843 

150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试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150  

125601 工程管理 150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

（二） 

复试科目：政治、

管理案例分析、外

语自我介绍、综合

能力测试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2023总数) 

2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203 行政学院 

联系人：蒋乐 

联系电话：0431-85167088 

150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试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150  

125200 公共管理 150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

（二） 

复试科目：公共管

理学、组织行为学 



  @吉林大学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2023总数) 

3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405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联系人：柏杨 

联系电话：0431-85095354 

10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试；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10  

095138 农村发展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

（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949 西方经济学 

复试科目：区域经

济学 

参考书目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农业经济学》，李秉龙，薛兴利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三版。《农

村社会学》，刘豪兴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三版。《农业政策学》，钟甫

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 3月第二版 

949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六版 



  @吉林大学 软件学院(2023总数) 

4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504 软件学院 

联系人：季德广 

联系电话：0431-85167969 

30 只招收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招收跨学科考

生，不需加试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30  

085405 软件工程 3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967 综合（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 

复试科目：综合

（操作系统和计算

机网络；上机考

试：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上机考试具

体细则见学院网站 

参考书目 

967 综合（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1.《C 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9 月。2.《程序设计基础

(第二版)》，张长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9 月。3.《数据结构》（第 3 版），刘大有

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 月出版。 4.《算法导论》（第 3 版），Thomas H.Cormen

等著，殷建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12 月出版。5.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第 3 版)，

Knuth 著，苏运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 年 9月出版。 



  @吉林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2023总数) 

5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702 公共卫生学院 

联系人：李茵 

联系电话：0431-85619445 

10 招收跨学科本科毕业生；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10  

105300 公共卫生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3 卫生综合 

复试科目：社会医

学与卫生学 

参考书目 

353 卫生综合 

  （流病、统计、卫生事业管理三选二）1、《卫生事业管理学》（第 4 版），梁万年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2、《流行病学》（第 8 版），詹思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3、《卫生统计

学》（第 8版），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中心(2023总数) 

6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904 吉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教育中心 

联系人：房伟 

联系电话：0431-85095337 

680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试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30  

125602 项目管理 30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

（二） 

复试科目：政治，

工程项目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2

年） 

650  

125100 工商管理 650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

（二） 

复试科目：政治，

管理案例分析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中心(2023总数) 

7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909 吉林大学人民政协理论研

究中心 

联系人：李羿 

联系电话：0431-85159032 

10 招收跨学科考生，不需加试。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 

10  

125200 公共管理 10 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 

②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04 英语

（二） 

复试科目：公共管

理学、组织行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