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样式规范 

 

为确保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博士论文网络发布、纸本存档样式统一，体现学术

严谨，本学科点按学校统一标准，修订本规范。 

 

图书馆收取电子版、纸质版论文将严格按照如下规范项目进行： 

 

电子版要求： 

1 中文题名页 

2 外文题名页 

3 原创声明页 

4 致谢 

5 中文摘要、关键词 

6 外文摘要、关键词 

7 目录页 

8 正文 

9 参考文献 

除上述 9 项，其他如附录等项不作要求。但不得出现漏页，空白页，插图、

表格不全等问题。 

各项目所含内容及格式见本规范所附模板。 

 

纸质版要求： 

在电子版所有项目的基础上，须加装上外论文专用封面，原创声明须导师以

及本人签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副标题 

 

 

 

院系： 

学科专业： 

姓名： 

指导教师： 

 

 

 

年月  

批注 [C1]: 宋体，小二，加粗，居中 

批注 [C2]: 宋体，二号，加粗，居中 

批注 [C3]: 宋体，小二，加粗，居中 

批注 [C4]: 宋体，小三，加粗，居中 

批注 [C5]: 宋体，小三，加粗，居中 

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NGLISH TITLE 

 

 

A Thesis Submitted to Graduate Institute of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Requirements for 

Degree of Master of XXX 

 

 

By 

XXX 

Under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XXX 

 

 

XXX2015 

 

  

批注 [C6]: 四号，加粗，居中 

批注 [C7]: 四号，加粗，居中，大写 

批注 [C8]: 四号，加粗，居中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本人独立进行研

究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加以标注和致谢的部分外，本论文不包含

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和成果，也不包含本人

为获得任何教育机构的学位或学历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研究做出

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说明。本人对所写的内容

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上海外

国语大学保留并向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书面版和电子版，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上海外国语大学将本论文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网上公开或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

描等方式保存和汇编本论文。对于保密论文，按保密的有关规定和程

序处理。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导   师  签   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批注 [S9]: 黑体，三号，居中，标题

后空一行 

批注 [S10]: 宋体，四号，1.5 倍行距，

首行缩进 2 中文字符 

批注 [S11]: 宋体，四号，1.5 倍行距 

批注 [S12]: 黑体，三号，居中，标题

后空一行 

批注 [S13]: 宋体，四号，1.5 倍行距，

首行缩进 2 中文字符 

批注 [S14]: 宋体，四号，1.5 倍行距 



致谢 

 

致谢是在自己论文写作过程中，在学术思想、资料或素材、写作条件等方面

提供帮助的单位或个人表达的谢意，要求客观而不夸张，语气诚恳。字数以不超

过1页为限。  

 

  

批注 [S15]: 黑体，三号，居中，标题

后空一行 

批注 [S16]: 宋体，小四，1.5倍行距，

首行缩进 2 字符 



摘要 

 

是对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而不是引言），要让读者通过摘要能了解本论文

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基本结论和本论文的创新点。  

 

关键词：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 

 

  

批注 [S17]: 黑体，小四，居中，标题

后空一行 

批注 [S18]: 宋体，小四，1.5倍行距，

首行缩进 2 中文字符 

批注 [S19]: 黑体，小四，缩进 2 中文

字符 

批注 [S20]: 关键词 3-5 个，宋体，小

四，相互间用逗号隔开 



Abstrac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bstract.  

 

KEY WORDS: Key Word 1, Key Word 2, Key Word 3 

 

  

批注 [S21]: Times New Roman，小四，

居中，标题后空一行 

批注 [S22]: Times New Roman，小四，

1.5倍行距，首行缩进 4 英文字符 

批注 [S23]: 大写，黑体，小四，缩进

4 英文字符 

批注 [S24]: 首字母大写，Times New 

Roman，小四，相互间用逗号隔开 



目录 

原创声明页 

致谢 

摘要 

ABSTRACT 

引言  

第一章  

第一节 

一、  

二、  

第二节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第X章 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注： 

正文之前项目与正文分别编页，正文部分目录可由 WORD 生成，章节从引言开始，一级

标题为章，二级标题为节，三级标题用“一、二、三„„”，正文四级标题用“1, 2, 3„„”。

目录页显示限在三级标题以内。 

附录为非必需部分，仅在必要时使用：若引用的数据、资料或推导篇幅较长，放在正文

中使各部分文字篇幅不协调，可放在附录中。附录应有标题，如果超过两个以上要编号，如

附录 1，附录 2等。 

  

批注 [S25]: 黑体，三号，居中，标题

后空一行 

批注 [S26]: 一级标题，黑体，小四，

无缩进 

批注 [S27]: 二级标题，宋体，小四，

缩进 2 中文字符 

批注 [S28]: 三级标题，宋体，小四，

缩进 3 中文字符 



一级标题 

 

二级标题 

三级标题 

正文文字：  

正文中其它格式要求：  

1) 脚注：用宋体5号  

2) 图表居中  

3) 公式缩进2字符  

 

  

批注 [S29]: 黑体，小三，居中，标题

后空 1 行 

批注 [S30]: 黑体，小四，无缩进，段

前空一行 

批注 [S31]: 宋体，小四，缩进 2中文

字符，单倍行距 

批注 [S32]: ，宋体，小四，首行缩进

2中文字符，单倍行距 



内容写作规范 

 

1.论文在结构上和内容上，能清楚地分为引言、文献综述、主体和结论四个

部分（每一部分可根据具体内容赋予一个或更多的特定的章节标题）：  

(1)引言内容：该部分应明确提出研究的问题，该问题的意义（其它诸如题目的

来源）等。 

(2)文献综述：现有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方法、结论以及待研究的问题。文献综

述要以一定的逻辑将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掌

握的各种研究文献简单地罗列在一起。  

(3) 主体内容：本部分集中体现论文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分析，应明确研究该问题

的切入点，限定分析的前提条件，体现由前提到结论的逻辑推导过程（即论述展

开过程）；在使用数据的场合，要注明数据来源，验证方法、基本结果及对结果

的经济意义解释；  

(4) 结论与展望：总结论文的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结论必须是本文主题内容分

析部分的结果，政策建议（或所谓的对策）也应与此紧密相关。最后是本论文研

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可选择）。  

 

2. 毕业论文的核心在于用理论、数据或事实资料证明或论证某个论点。为

此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1) 所研究的问题（论文的主题）要清晰准确，并对研究方向、切入点做出明确

限定，不能过于宽泛。  

(2) 各章节在逻辑上要连贯，每章节的内容要紧扣由本章节题目限定的具体内容；  

(3) 要言之有据，每一个数据、资料都必须注明出处，而不能用“据研究”、“据

报道”、“据分析”等类似表述。论文中每个论点、观点的提出都要对其进行论

证，不是论点或建议的堆积；每个结论都应当通过符合逻辑推理而得出，不能用

主观的意愿或推测。例如：  
1) 如果用如下表述“我认为网络营销存在很多问题”，那么， 

（I）你要说明你所说的“问题”为什么成为问题； 

（II）有什么证据表明该问题的存在。  

2) 如果文中有“政府应当增加纺织品出口退税”，那么， 

（I）政府为什么要增加出口退税， 

（II）如果说是为了保护纺织品行业，要说明为什么要对它保护等等。  

(4) 学术论文研究某一经济问题，目的是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实质，要用论证的

语言来写，而不是工作总结或类似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旨在凝聚人心的口号，不能

用感情的、煽动的语言，例：  
1) 可以写“因为中美贸易差额损害了某些美国利益集团（包括美国劳工）的利益，它

们会向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政府/国会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以缓解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

但要避免诸如“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是为了阻碍中国经济的崛起，用心极其险恶”等字样。  

 

3. 参考文献和注的规范使用：  

(1) 参考文献体现了论文作者对所研究问题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参考文献符合引

用规范是一篇合格论文的基本要求。  

 



（I）正文中引用的文献与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必须一一对应，即凡正文中引用

的文献在文后参考文献条目中都能找到，正文中没有引用或提到的不能放在参考

文献条目中；  

（II）应参考5篇以上中文核心期刊（如CSSCI索引包含的期刊）、3篇以上外文

期刊（不含电子刊物的文献，如Working paper）上的重要文献，这里的重要文

献是指在所选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在该领域研究中引用率极高的作品[例如，

查阅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文献，总能（或以极高的频率）从这些文献中看到对上述

定义的重要文献的引用]。 

（III）文后参考文献应编号，并将中文和英文分开排列：英文文献按（第一）

作者姓氏第一字母顺序排列；中文文献可以按作者姓（名）的拼音顺序或汉字笔

画排列；  

（IV）参考文献在包括如下内容并按下列顺序排列：作者，出版年份，文章标题，

刊物名称（斜体），卷，起止页；  

例：  

[正文中] 

Hau (2000) introduces non-traded goods into the analysis. 

 [参考文献中]  

Hau, H., 2000.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the role of factor price 

rigidities and non-tradabl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0, 
421–448.  

(2) 注（使用脚注）是不宜放在正文但又需要对正文提到的内容加以解释或说明

（或做其它延伸解释）的内容，因此是否使用要视论文内容而定。  

 

例：  

Second, equilibrium prices set above marginal cost rationalize 

demand-determined output in the short run, since firms are not losing 

money on the additional production1. Third, monopoly power means 

that„„.1  

 

 

 

                                                             
1
 As is discussed below, this is only true if the shock is not so large as to drive marginal costs 

above marginal reven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