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2022 年“专升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基本规则和主要政策

措施，能运用国际贸易的知识进行外经贸形势和案例分析，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

能力。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掌握”、“应用分析”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掌握：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

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

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考试的范围和内容

第 1章 导论

考核知识点

l、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

2、国际贸易的主要类别

3、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考核要求

1、识记

(1)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

(2)进口与出口

(3)总贸易体系与专门贸易体系

(4)对外贸易额和对外贸易量

(5)贸易条件

(6)贸易差额

(7)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8)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地理方向

(9)对外贸易依存度

(10)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

(11)直接贸易、间接贸易与转口贸易

(12)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



2、掌握

(1)国际贸易的产生

(2)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贸易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贸易

(4)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

3、应用

(1)解释国际贸易基本概念所揭示的贸易现状

(2)分析国际贸易发展阶段和形成某些贸易特征的影响因素

第 2章 国际分工

考核知识点

1、国际分工的产生与发展

2、当代国际分工

3、国际分工的发展条件

考核要求

1、识记

(1) 国际分工的概念

(2) 国际分工的形式

2、掌握

(1) 国际分工的作用

(2) 国际分工的发展条件

3、应用

分析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第 3章 世界市场与国际价格

考核知识点

1、世界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2、当代世界市场的构成与运行

3、世界市场的交易方式

4、国际市场价格的种类

5、国际市场价格的决定

考核要求

1、识记

(1)商品交易所

(2)拍卖。

(3)世界自由市场价格

(4)世界封闭市场价格

(5)调拨价格

(6)垄断价格

2、掌握

(1) 世界市场形成的标志



(2) 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

3、应用

分析价值规律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第 4章 自由贸易理论

考核知识点

1、绝对优势理论

2、比较优势理论

3、相互需求理论

4、要素禀赋理论

考核要求

1、识记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2) 相互需求理论

(3) 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4) 里昂惕夫之谜

2、掌握

(1)大卫．李嘉图理论的主要内容、理论价值、局限

(2)相互需求理论与提供曲线

(3) 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予以评价

(4)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

3、应用

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原因

第 5章 保护贸易理论

考核知识点

1、重商主义

2、保护关税论

3、保护幼稚工业论

4、超保护贸易论

5、中心－外围论

考核要求

1、识记

(1) 重商主义的含义

(2) 保护幼稚工业论

(3) 对外贸易乘数

(4)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

2、掌握

(1)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异同

(2) 保护幼稚工业论的合理性

(3) 超保护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拓展



(4)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的核心思想

3、应用

(1)解释保护幼稚工业贸易理论及对其的评价

(2)分析一国对外贸易将会对本国国民收入产生的影响

第 6章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考核知识点

1、规模经济理论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3、产业内贸易理论

4、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考核要求

1、识记

(1) 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

(2) 产品生命周期

(3) 产业内贸易

(4) 竞争优势

2、掌握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主要内容

(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3) 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的关系

(4)“钻石”理论的基本观点

3、应用

(1) 利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日汽车贸易

(2) 分析中国如何利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增强国际竞争力

第 7章 国际贸易政策

考核知识点

1、国际贸易政策的构成和历史演变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

考核要求

1、识记

(1)对外贸易政策的构成，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

(2)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重要阶段

(3)管理贸易

2、掌握

(1)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

(2)国际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

(3)发达国家外贸政策的发展趋势

(4)各种贸易政策的区别和联系

3、应用



评价各种贸易理论和政策

第 8章 国际贸易措施

考核知识点

1、关税

2、非关税壁垒

3、新贸易壁垒

4、出口鼓励与出口管制

考核要求

1、识记

(1)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

(2)财政关税、保护关税

(3)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惠制

(4)从量税、从价税、混合税、选择税

(5)名义关税与有效关税

(6)海关税则

(7)进口配额

(8)“自动”出口配额

(9)进口许可证

(10)外汇管制

(11)通关环节壁垒

(12)其他非关税壁垒

(13)技术壁垒

(14)环境壁垒

(15)社会壁垒

(16)出口信贷

(17)出口补贴

(18)外汇倾销

(19)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20)出口管制的商品和形式

2、掌握

(1)关税的含义、特点、作用和种类

(2)非关税壁垒的特点和主要种类

(3)新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特点、内容

(4)各种出口鼓励和出口管制的措施

3、应用

分析贸易措施的形成原因、特点、作用和效果

第 9章 公平贸易制度

考核知识点

1、反倾销制度

2、反补贴制度



3、保障措施制度

考核要求

1、识记

(1)倾销的定义

(2)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

(3)补贴的含义和种类

(4)反补贴调查和反补贴措施

(5)保障措施规则

(6)保障措施调查和保障措施的实施

2、掌握

(1)构成倾销的条件和实施反倾销的程序

(2)中国频遭国外反倾销的特点和原因

(3)各国补贴政策的比较

(4)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比较

(5)中国出口遭遇保障措施的特点和原因

3、应用

(1)根据规则分析公平贸易制度的实施条件与合理性

(2)分析反倾销、保障措施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第 10 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

考核知识点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和形式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4、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考核要求

1、识记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阶段

(3)关税同盟理论

(4)大市场理论

2、掌握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类标准和基本类型

(2)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

3、应用

运用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原因

第 11 章 世界贸易组织

考核知识点

1、WT0 的发展历程

2、WT0 的宗旨、职能、原则及其组织机构



考核要求

1、识记

(1)WTO 基本原则

(2)WTO 的宗旨

(3)WTO 的组织机构

2、掌握

WT0 的法律文件体系

3、应用

WTO 规则对我国开展外贸的重要性

三、考试题型和分値结构（100 分）

1 试题难易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易度试题的

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度

与能力层次不是一个概念，在各能力层次中都会存在不同难度的问题，切勿混淆。

2、本课程考试试卷采用的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简单题、案例分析题、

论述题等。

四、考试形式

采用笔试闭卷

五、考试时间

90 分钟

六、主要参考书目

1、《国际贸易学》第三版 ，金泽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第3版

2、《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闫国庆、孙琪、陈丽静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

3、《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第2版），王光艳、龚晓莺编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5月

4、《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苑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5、《国际贸易(第二版)》，张玮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3 月

电话：15307484607（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