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研真题|2022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专硕（夏令营/预推免）复试真题经验

说明：复试真题与经验根据往年的面试学长学姐汇总得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每年情况都存在

变化，请您切记不要完全根据真题或经验进行相关的准备，最好能够进行全面的备战，以免复习过于

片面。

请在菜单栏点击“批注”，打开“批注模式”后再进行查看

入营情况：（费用：2 元）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22 年有夏令营、无预推免，我参加的是夏令营，参营时间为 2022.6.12。入营

较难，分两批次入营，分别是四月底和五月底，两批次入营名额无显著区别，2022 年第一批次只多

个位数。

入营看重排名和科研，比较喜欢数学好、在数模比赛获奖或小挑获奖，末流 985 和 211 只要专业第

一，其余只要专业前三。要提交参营论文，选择性提交英文自我介绍视频。

2022 入营人数大概 200 人，中游 985、财经类 211 居多，少数非财经 211。入营后不用太担心优营，

今年最终录取专硕 158 人，直博生 36 人，优营率很高。优营有排名，有效力，参加完夏令营不需要

参加预推免。

通告：https://econ.fudan.edu.cn/info/1519/20306.htm

招生专业：（费用：0.5 元）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分为金融专硕、国际商务、税务、资产评估，最终排名大概前 120 可选择金融专业，排名靠后只能

从国际商务、税务、资产评估里选择

https://econ.fudan.edu.cn/info/1519/20306.htm
学习学习再学习
写得越详细，价值越高

学习学习再学习
年份+学校+学院+专业+专硕/学硕/直博，填全称，确定是夏令营/预推免

学习学习再学习
必填内容：
入营时间，是否分批，总体与专业入营、优营人数，优营效力如何，优营后是否还需参加预推免

其它参考：
入营难易，竞争程度，海营？鸽营？生源？本外校比，院校歧视？

若是预推免：写成入复试情况
预推免时间，是否分批，总体与专业入复试、拟录取人数

最后请附上夏令营/预推免官网通告网址

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院哪些专业招收免试研究生
可截图



招生对象要求：（费用：0.5 元）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1.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不得申请参加金融专硕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2. 申请者应为全国高校经管类及相关专业优秀三年级本科生（2023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同时欢

迎修读过相关经济学课程的优秀理工科学生申请。

3. 本科前两年半（或前 5 学期）总评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 20%之内；或者虽然成绩不在前 20%之

内，但在其他方面表现优异者。

4. 应有两名熟悉申请人情况的教师（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以书面形式推荐。

5. 英语水平良好。

夏令营安排与参营感受：（费用：1.5 元）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此次夏令营活动因为疫情的原因，是在线上举办的，时间是在 6.11-6.12，第一天宣讲，第二天面试

考核，主要包括：

1. 开营仪式：大咖“云”集，殷切寄语

2. 座谈交流：头脑风暴，视野拓展

3. 项目推介：作育英才、专业培养

4. 大会报告：名家讲坛，学术盛宴

5. 校史介绍：百年复旦、心有所信

6. 营员考核：伯闻纳仕、英才辈出

这次参营收货还是挺不错的，座谈交流时，能在求学问题、经济热点、职业规划等方面提出很多问题，

教授们也会细心的解答，自己提问的同时，还能看到其他同学的问题，也打开了自己的一些思路；后

学习学习再学习
专业、成绩、英语要求
可截图

学习学习再学习
时间与活动安排，整个过程氛围如何、导师好不好、能不能近距离接触导师、这次活动对自己是否有帮助等等
夏令营安排可截图
预推免没有可不填



来，在项目推介时，老师们会详细的介绍项目，同时我们也能提出关于项目的问题，就能很清晰的明

白项目是否适合自己，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再后来就是一些讲座，emmmm...还是认真听听吧，

还是讲解了很多新趋势的；然后有讲解了一些关于复旦大学的历史，也能对复旦有更深刻的了解；最

后就是考核啦

考核方式与分数计算：（费用：0.5 元）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线上面试，单面，主要是自我陈述和导师提问的方式，无笔试（或是无笔试+线上单面+ppt 答辩 or

无领导 or 课题 or 导师提问）

综合成绩=综合能力测试成绩 70%+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 30%

笔试真题与经验建议：（费用：5-15 元，计算方式：每道题：1-1.5 元，建议 2-5 元）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笔试当时是在下午举行的，时间 2 小时。据说是不同年份交替靠高鸿业的宏微观和曼昆的宏微观，本

届笔试我个人觉得是高鸿业的两本宏微观。

笔试真题：名词解释、选择题、计算题、论述题

1. 名词解释

价格歧视；完全竞争市场；局部均衡；相机抉择；……

2. 选择题

选择题一共大概 30 道，题目涉及范围非常广，也考察得相对细致，包括庇古的福利经

济学和古诺模型。侧重微观经济学，题目设置基本按照高鸿业的章节顺序出题：消费者

理论、生产者理论，各大市场类型，要素市场理论，均衡论，福利经济学等等。这一块

学习学习再学习
线下or线上，单面or群面，有没有无领导，是不是做课题，有没有笔试等等
考核分数计算可截图

学习学习再学习
笔试时长，考察内容，侧重点

笔试真题、类型

经验建议：题目作答、复习建议（参考书，建议重点学习内容）

真题与建议可写在一起，也可先写完真题再写建议
无笔试可不用填写



最是拉差距的。

3. 计算题：

一共两道计算题，每道题都有好几个小问，都比较简单。

（1）高鸿业宏观经济学课后题的原题。

（2）考察 IS-LM 模型（就是常规的套路，一问求 IS 曲线，二问求 LM 曲线，三问求均衡点，四

问 IS，LM 或者均衡点的变化，在高鸿业宏观课后题中应该都有类似的题目。）

4. 论述题：

（1）生产者市场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和消费者市场的边际替代率有什么异同点？

（2）运用你所学的经济学原理，推导凯恩斯模型的总需求曲线。

面试真题与经验建议：（费用：5-15 元，计算方式：通识类问题 0.5 元（自我介绍不算），专业问

题与其他特有问题 1 元，建议 2-5 元）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线上单面，随机分组。首先单面的顺序是非常公平的，一个专业的营员当场抽签决定自己的面试顺序

（嗯，我从来都是抽签绝缘体，倒数几个了……）每人大概 15 分钟，中文面试包括自我介绍、简历

面、专业面、论文面、行为面等。有一位老师专门负责提问英文问题，大概 2 个。

面试真题：

1. 自我介绍：中文，没说具体时间也没限制语言，一般为 1-2 分钟，不用准备 PPT

2. 专业问题（抽题）：

（1）石油资源关系国家战略安全，为什么石油只由政府领导的大型国企生产？

（2）你认为粮食和石油哪个更重要？政府为什么不组织粮食的生产？

（3）用规模效益解释：杀鸡用牛刀，杀牛用鸡刀，杀鸡用鸡刀哪一个更有效率？

学习学习再学习
面试总时长，各部分时长，考察内容，侧重点

面试真题：
1.自我介绍：中英文、时间、是否有PPT
2.专业问题：
3.英文问题：
4.其它问题：简历、个人、思政相关的问题。

经验建议：氛围感受，导师是否易于交流等等；问题回答、复习建议

真题与建议可写在一起，也可先写完真题再写建议



（4）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天下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

（5）解释一下谷贱伤农。

（6）需求价格弹性的定义是什么？

（7）谷贱伤农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8）什么是产权？（没答到本质，本质是一种交易制度。）

（9）什么是土地流转和变现？

（10）精准扶贫和金融扶贫

3. 英语问题：

（1）Please describe your paper's conclusion.

（2）How do you deal with your anxiety?

4. 其它问题：

（1）这个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是什么奖？

（2）商业策划大赛是怎么回事？

（3）写论文的动机是什么？

（4）论文（家庭金融与信贷方向）的内生性检验

（5）变量对数处理

（6）计量学习经历

（7）课程研究方向

（8）人生未来规划

经验建议：

不同组面试风格不同，我抽到的组面试老师较温和，问题比较常规。但据说其他组面试偏专业面，问

了很多比较偏的知识点，考核非常硬核，难度很大，老师也偏压力面，回答不上来态度也不是很好，



很容易崩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回答了其中某一个问题的时候，老师与志愿者师姐们相视而笑，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嘲笑，当时我觉得尴尬到了极点，但是最后我还是自信地说出了我的观点和理由，

也获得了老师的点头赞许。所以当大家遇到这种“意外”的时候，还是要保持理智，不要失态，自信

地说出你的想法，也许你的观点也是对的，只是一些说法稍微有些不同而已。

然后是一些答题复习的小建议：

1. 自我介绍：

最好准备 1min，3min 的中英文版本，因为每年的情况都有可能不同，感觉自己比较好的地方在于

自信，比较流利，能与老师进行眼神交流，因为平常有练习。可以适当加一些自然的手势，但是不要

太刻意，动作幅度也不要太大。

2. 专业问题：

对于专业问题，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可以挑各门课程当中比较重点的知识来复习，比如 CAPM，

IS-LM 等等。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些保研公众号，也会有相应资料。

3. 英文问题：

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把准备的问题都翻译成英文或者用英文说一下，然而我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

况下只能结合往年一些经验贴准备那些常见的英文问题，比如描述你最喜欢的一门课、一本书、一部

电影，你的家乡，职业规划，科研经历等。

4. 其它问题

（1）简历面很常见，在复旦经院面试中，如果对自己的简历比较有信心，可以带简历进去面试，也

可以引导老师提问你简历上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是打算带简历的。在准备面试的时候，我根据简历

给自己提了一些问题，并且整理出回答的内容，然后也有请学长学姐很认真地帮我完善了这些内容，

不仅帮我修改了回答的逻辑，也帮我补充了一些我没有想到的问题。

（2）时事热点也是需要关注，也可以从一些公众号获取。



祝福寄语：

（以下内容仅作参考）

同学一：

作为一个学校、排名、英语都十分拉垮，论文也并不突出的平凡保研 er，夏令营必然是屡屡受挫，经

过一个暑假的沉淀与自我反省，我又决心大胆跨保到自己更喜欢的经济学专业，到现在回想起来依旧

如梦初醒，但是我很感谢当时自己有勇气挣脱周边声音的束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知自己可能

挑战的高度极限在哪里，跨保、海投的经历也让我信服了那句话“永远不要低估你的能力”，或者我

们还能获得一点点运气。

同学二：

我感觉有⼀个⾃⼰感兴趣的⽅向是⾮常重要的，不⼀定要有什么成果，也不⼀定要有什么证明，⾯试

⽼师是会⾮常在乎这个的，本来⾯试的情况可以说我是⾮常糟糕的，很多题⽬没有答上来，⽽且由于

太过紧张甚⾄导致最后那么简单的两个英语题⽬张不开⼝，场⾯⼀度尴尬。但是⽐较巧的是我选的导

师正好坐在对⾯⾯试我，她对于我的研究⽅向⾮常感兴趣，然后上午⾯试完，下午就给我发邮箱联系

我说，明天能不能再线上单独聊⼀聊，⽽聊天内容就主要是想听⼀听我关于直博的想法、她的研究内

容以及让我说⼀说我⾃⼰研究的问题。第⼆天很聊得来，然后我也就顺利通过了，相当于⾯试完第⼆

天⽴刻拿到 offer，还是很爽滴。所以就是说功不唐捐，⼤家可能会想的是参加这个⽐赛能不能拿奖，

去这段实习有没有证明，这个实习公司的 title 怎么样，参加⽼师的科研能不能要到推荐信，能不能

混⼀个⼆作或者三作等等，确实在如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些很重要，但⽐这些更重要的是

你在这段经历中的是否真正收获到了什么，是否了解到⾃⼰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最后引⽤巴⽼师的⼀

段话：“她看⼀个⼈的研究计划，如果听到这个学⽣上来就很拽，很志存⾼远，很⾼于⽣活，她不会

觉得这个学⽣很出⾊，因为不管本科⽣做的东⻄如何故弄⽞虚，在⽼江湖眼⾥都是过家家，她更愿意

学习学习再学习
分享自己整个历程的感受，向学弟学妹送出祝福，传递自己的好运气
此为选填项



听你的问题意识来⾃哪⾥，你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做完之后有什么反思和教训，把这些不⾜

但真实的感触，扎扎实实写清楚，她会觉得这样的学⽣⽐较可爱。”

同学三：

无论如何在每一场面试中尽力而为做好自己就足够啦

上天永远会眷顾努力的孩子

祝愿有缘看到这篇文章的小伙伴都成为 offer 收割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