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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专业（ACCA 项目） 

 

一、ACCA 简介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是全球最具规模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作

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ACCA 目前在中国拥有 27,000 名会员

及 154,000 名学员。ACCA 为全世界投身于财务、会计以及管理领域的专才提供

首选的资格认证，一贯坚持最高的标准，提高财会人员的专业素质，职业操守及

监管能力，并秉承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原则。 

 

二、ACCA 项目优势 

就业优势——ACCA 专业人才一直深受全球雇主青睐，是知名会计师事务

所、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及不同商业领域知名企业的优先招募对象。在国内，包

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已把 ACCA 列入“高端金融人才”发展

计划，并推出吸引 ACCA 人才扎根当地的优惠政策。 

学位优势——ACCA 学员在达到相应要求情况下，可申请国外高校的学位证

书，包括由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颁发的应用会计理科

学士学位以及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颁发的专业会计硕士学位。 

课程优势——ACCA 课程体系全面、完善、综合性强，不仅涵盖全面、核心

的财会技能，还将公司管理、战略决策和职业道德汇入其中。响应全球商界的需

求，以最高标准培养学员的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和前瞻思维，使学员学成后能适

应各种环境，并逐步成为就有全面管理素质的高级财务专家。 

 

三、我校 ACCA 教育 

 1997 年，经授权我校开设 ACCA 方向班，探索“本科学历教育+国际执业

资格培训”人才培养模式，是国内最早以本科生成建制班培养 ACCA 人才的高校

之一； 

 2008 年，被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授予“全球培养 ACCA 人才最多的

大学”； 

 2011 年至今，连续 10 年被授权为“白金级培训机构”，即被 ACCA 英国



总部认可为高质量的 ACCA 的教学合作伙伴（中国大陆仅有 8 所高校）； 

 2015 年，被 ACCA 总部授予“全球卓越成就奖”； 

 2017 年，获得全球统考免考九门的资质，即可申请的最多免试课程门数，

通常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才可能申请 9 门免试； 

 2018 年，获 ACCA30 周年特别颁发的“ACCA 中国卓越教育机构奖”； 

 2019 年，2016 级 ACCA 学员金文玥获 APM 科目全球第一。 

 至今有 39 名学生获得 ACCA 统考全球、大陆第一的好成绩。 

 

四、特别奖学金 

为贯彻学校提出的以“精品和特色”办学的指导思想，努力培养多层次的国

际化人才，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设立了“ACCA 优秀学生奖学金”。每年对 ACCA

专业的大四本科生进行奖学金的评定。其中，ACCA 单科或专业阶段课程总分获

全球第一，奖励金额为 20000 元，若同时获两项全球第一，奖励金额加倍；大陆

第一，奖励 10000 元，若同时获两项，奖励金额加倍；通过 ACCA 全部课程全球

统考，奖励 4000 元；通过 ACCA 十二门课程全球统考，奖励 1000 元。每年获得

奖学金学生的比率超过 40%。 

 

五、我校 ACCA 学生就业 

学历教育与执业教育结合的 ACCA 教育增强了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ACCA 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层次每年均居于学校前列。近年来 ACCA 方向班

的学生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的就业比率在 25%-30%左右，在

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业的约占 30%，到国外知名学府继续深造的超过 20%。 

 

六、费用标准 

ACCA 项目学生除须缴纳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学费之外，还须缴纳本项目培养

费人民币 10,100 元/学年（共计人民币 40,400 元，不含住宿费、教材费、全球统

考注册报名费及会员年费）。 

 

七、报名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敏知楼 503；  咨询电话：025-58318556 

 

欢迎访问： 

英国 ACCA 网站：http://www.ACCAglobal.com 

ACCA 中文网站：http://cn.ACCAglobal.com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网站：http://accout.nau.edu.cn 

 

  



会计学专业（CMA 项目） 

 

一、项目性质 

CMA（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项目是南京

审计大学会计学院的国际化特色办学项目。本项目于 2014 年正式设立，与国家

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相契合，并将 CMA 教育认证体系中的知识

结构与能力要求有机融入会计学本科学历教育，旨在培养适应经济转型与升级所

急需的管理型会计专业人才，使学生具备较强的英语技能与职业迁徙能力，熟悉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成本核算、财务运营、管理控制、战略制定与评价，能够胜任

财务决策与分析等中高级专业性工作。迄今为止，本项目已成功选拔招收了六届

学生，已毕业两届学生的毕业去向和就业层次普遍较好。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IMA）是 CMA 资质的主管机构，协会成立于 1919

年，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性管理会计师组织。长期以来，IMA 通过提供全球认

可的 CMA 考试认证以及内容丰富、与时俱进的教育体系，致力于培养高端管理

型会计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居领先地位并享有盛誉。 

 

二、毕业证书、学位授予与 CMA 统考 

CMA 项目的专业为会计学，完成本项目人才培养方案所有课程的学习，取

得规定学分，并符合相应条件的学生，可以获得南京审计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和管理学学士学位证书。此外，在校期间还可报名参加 CMA 统考（目前在中国

大陆设有考点，考试语言可选中文或英文），通过全部科目（2020 年大纲为 2 门）

考试的学生在满足 IMA 要求的工作经验后，即可申请获得 CMA 资质认证，成

为 IMA 会员。 

 

三、费用标准 

CMA 项目学生除须缴纳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费之外，还须缴纳

本项目培养费人民币 6,700 元/学年（共计人民币 26,800 元，不含住宿费、教材

费等）。另外，学生若报考 CMA 相应统考科目，还需要向 IMA 官方缴纳一定的

费用（如：准入费、考试费等，具体请参见 IMA 中国官网的相应信息）。 

 



四、报名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敏知楼 503 

咨询电话：025-58318556 

 

欢迎访问： 

IMA 中国官网 www.imachina.org.cn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网站：http://accout.nau.edu.cn 

  



会计学专业（中澳合作项目） 

 

一、中澳项目简介 

会计学（中澳合作项目）是南京审计大学（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China）

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以“3+1”的模式联合培养会计

学专业本科生的计划，学生前 3 年在南京审计大学学习，最后 1 年赴澳大利亚科

廷大学学习。2015 年，本项目课程获澳洲会计师公会认证。2016 年，本项目获

批“江苏省高校首批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性建设工程项目”，2020 年通过验

收，获评“十三五”江苏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性建设工程。 

 

二、科廷大学简介 

 2019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中位列前 1%； 

 2021QS 世界大学排名榜位列第 217 名； 

 科廷商学院是经过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鉴定合格的一所全球

性精英商学院。 

 2019QS 学科排名，科廷大学会计和金融专业排名第 106 位。 

 

三、中澳项目优势 

 中澳合作项目的专业为会计学（本科）专业。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将获

得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符合两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

将同时获得南京审计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和科廷大学商学学士学位（会计与会计

技术）。 

 根据科廷大学与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签署的协议，获得科

廷大学会计学专业商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可自行申请 ACCA 基础阶段课程的全

球统考豁免权，直接进入专业阶段的课程考试。 

 参加本项目的学生英语要求雅思成绩达到总分 6.0 分（听、说、读、写小

分要求均不低于 6 分）。科廷大学在南京审计大学针对本项目学生开设过桥英语

课程（English Language Bridging Program），完成该课程学习并达到科廷大学考

核要求的学生，可视同英语达标。 



 本项目大二和大三的学生有机会参加科廷大学组织的暑期游学项目，提

前体验科廷大学的校园风光和学习研究氛围，以及西澳州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 

 

四、中澳项目学生毕业去向 

截至目前，中澳项目毕业生中 74%以上的学生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深造。其中，90%以

上学生就读于 QS 排名前 100 名的高校；项目学生主要就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2014—2020 届毕业生读研情况（部分） 

读研高校 人数 QS 排名（2021） 

澳洲国立大学 44 31 

悉尼大学 94 40 

墨尔本大学 6 41 

新南威尔士大学 53 44 

昆士兰大学 26 46 

莫纳什大学 35 55 

西澳大学 11 92 

 

五、费用标准 

经江苏省物价局核准，中澳项目学生在南京审计大学学习的学费标准为人民

币 2.6 万元/年（含普本正常学费，不包括住宿费、教材费、雅思培训考试费、出

国签证费和其它杂项费用）。 

学生在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一年需学习 8 门课程，其收费标准按该大学当年对

外发布的国际学生收费标准为准，由科廷大学收取（2020 年收费标准为 2.98 万

澳元/年）。 

 

六、报名咨询方式 

咨询地点：敏知楼 503；  咨询电话：025-58318556 

 



欢迎访问：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网站：http://www.curtin.edu.au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网站：http://accout.nau.edu.cn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 2020 年 IAEP 特色项目班招生简章 

一、IAEP 简介 

IAEP 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简称 IIA）

在全球高等院校中推行的内部审计教育合作伙伴项目（ Internal Auditing 

Education Partnership Program，简称 IAEP）。IAEP 项目分为三个等级：精英

级、合作级、初级。该项目的教育方案具有适应全球差异的灵活性，即按照 IIA

对授课内容、数量、质量的总体要求，结合学校原有的培育方案和学籍管理有效

地安排课程，为愿意学习内部审计知识技能的学生，提供在校接受内部审计专门

教育的机会。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是世界范围的内部审计师国际组织。被 IIA 认

证，意味着 IIA 对我校审计教学科研质量和发展前景的肯定。同时，取得 IAEP

认证资格也是优秀的审计教育管理的重要标志，它使我校今后在国际上与其它通

过该认证资格的学校站在了同一平台上。 

二、我校 IAEP 教育 

我校于 2007 年 9 月被 IIA 认证加入 IAEP 项目，成为 IAEP 全球 54 所合作院

校之一，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所、亚洲第二所有资格加入此项目的高校。 

该项目自 2009 年在审计学专业学生中选拔成立第一届 2007 级 IAEP 特色项

目班以来，已招收了十二届IAEP班学生。IAEP特色项目班的专业为审计学专业，

符合条件的学生除获得南京审计大学颁发的审计学专业毕业证和学位证外，完成

规定的学分课程和 IIA 要求的学生，学校将成绩报送 IIA 专业委员会审批后，还

将获得由 IIA 颁发的 IAEP 证书。 

作为我校政府审计学院唯一的国际化特色项目，也是我校唯一既有本科生教

育，也有研究生教育的项目，我校 IAEP 项目注重学生管理思维与综合素质的培

养，除中文专业课程外，还开设了 10 多门全英文专业课程，并邀请国内外著名

大学审计教授和实务部门专家来我校给 IAEP 精英班学生授课和开设内审理论与

实务讲座，如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执行主席、总裁理查德·钱伯斯、IIA

的 IT 审计委员会主任 Lily 、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协会（ISACA）全球副总裁任

家明、亚洲开发银行 HOCK-CHYE 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rton 教授

等。同时，借助 IAEP 平台，我校与多家国外 IAEP 院校进行学术往来，并与多个

IAEP 院校达成不同方面的合作意向。同时，我校也多次派教师到国外 IAEP 高等

院校讲学。 

每年 IIA会出资邀请IAEP院校的教师和学生前赴美国参加一年一度的IAEP

年会，使教育者、学生以及企业的内审高管能够面对面地交流。从 2007 年 9 月

开始，我校已连续十二年受邀参加 IAEP 年会，我们派去参会的教师和学生代表

每年都会收到来自 IIA 及各 IAEP 学校的好评。 

三、我校 IAEP 学生就业 

作为三大审计方向招聘需求最为旺盛的领域，加之我校内部审计方向在全国

久负盛名，内部审计方向一直是我校审计学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方向。IAEP

特色项目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更注重在内部审计教学中融入管理的理念，加大了实

践实习实训的教学，更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和技巧的培养，从而增强了学生在就业

市场上的竞争力。自 2007 级起，IAEP 特色项目班的就业率每年都达到了百分百

就业。学生主要就业的方向集中在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纪委监察等部门、银

行券商等金融机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借



助本项目全英文授课的优势，每年还有接近 20%的学生到国内外知名学府深造。 

四、报名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与地点：赵老师 025-58318555；敏行楼 312 

周老师 18136650707；敏行楼 306 

 

 

 

欢迎访问： 

国际内部审计协会网站：https://global.theiia.org/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网站：http://www.ciia.com.cn/ 

南京审计大学 IAEP 网站：http://iaep.nau.edu.cn/ 

南京审计大学 IAEP 英文网站：http://iaepen.nau.edu.cn/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特色项目招生简章 
 

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 
一、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项目介绍 

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

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 

金融科技专业注重经济学与金融学、统计学、软件编程、大数据等多学科交叉知识的学

习和掌握，注重数据科学、算法和智能技术、经济金融素养的有机结合，强调金融教学、科

研与金融实践的实时交流和密切合作。 

二、南审金融科技教育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联合相关院系于 2019 年 9 月推出“金融科技本科实验班”项目。

以“强化实力、宽厚基础、实践驱动”为培养理念，定位于培养具有“厚重文化底蕴、宽广

国际视野、突出实践能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金融科技领军人才。 

本项目培养的学生既能够胜任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从事基于金

融科技的金融业务经营与管理的工作，又能够进入国内外知名大学得到进一步深造学习的机

会。学生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取得规定学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和《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学士学位授予条例》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三、就业前景 

金融科技专业毕业后可在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金融监管部

门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从事金融科技产品开发、运营和管理等相关工作。 

四、项目收费 

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项目的收费与普通金融学专业一致，每学年 5200 元。 

咨询电话：025-58318532 

 

CFA 项目 
 

一、CFA 项目介绍     

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是特许金融分析师的简称。CFA 考试是由美国特许金

融分析协会（CFA Institute，以下简称为 CFA 协会）举办的全球金融领域最高标准的考试。

CFA 考试所涉及的知识体系的全球适用性及其考试的严格性，其已经毫无异议地成为全球

金融领域第一认证体系。CFA 资格认证持证人通常就职于投资公司、互惠基金公司、证券公

司、投资银行等，或成为私人财富经理。 

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多 CFA 资格认证持有人的雇主包括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中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平安保险、

招商局集团、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南审 CFA 教育 

我校于 2012 年 9 月开始开设金融学专业（CFA 方向）。我校开设的金融学专业（CFA 方

向）在江苏高校尚属首次。 

目前，我校 CFA 方向班在校生约 290 名同学，共 6 个班级，归属金融学院管理，CFA

方向班本科专业属于金融学专业，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拿同样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三、毕业去向 

首届毕业生 49 名，其中，8 名同学留学英美 TOP 级学校，32 名学生进入银行、税务、

证券等行业，另有 9 名同学参加了考研。2015 年 12 月份的 CFA 一级考试共有 20 名同学通

过，基于报考人数的统计，通过率达到 65%，远远高于 CFA 全球通过率 45%。
 

 

许瀚霖  

2016 级 CFA2 班，绩点 4.01, 
曾获国家奖学金、校综合一等奖学金、

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预备党

员、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暑期社

会实践先进个人、省级大创第一主持人， 
曾任沁园书院学生会科技发展中心实

践创新部副部长、南审证券投资俱乐部学
术部副部长。

 
 



四、项目收费 

CFA 培训费共计 29600 元（普通金融学专业学费另收），平摊到四年收取，每学年 7400

元，包括 CFA 全部课程的培训费及管理费，教材费、考试费、补考费、注册费、年费不包

括在内。 

 

欢迎访问： 

CFA 协会中国分部（大陆）网址：http://www.cfa-china.org.cn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网站：http://finance.nau.edu.cn/  

咨询电话： 025-58318532， 18963626280 

 



2020 级国富中审学院精英班招生简章 

 

一、学院概况 

国富中审学院（原瑞华审计与会计学院）于 2016 年 5 月成立，

2020 年 7 月更为现名，是南京审计大学与国富浩华企业管理公司共

同设立的特色学院。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为

学院提供实务师资，是学生的实习实训和就业基地。 

国富浩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全球第八大会计网络--国富全球

唯一的中国成员机构，习近平总书记曾视察该公司。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是国内排名前列的会计师事务所。 

学院每年在南京审计大学新生中选拔学生组成国富精英班，精英

班分审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方向）和会计学专业（智能财务方向）。

学院以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职业发展深度融合为核心理念，培养品

德高尚、意志坚定、视野宽广、业务精良的行业精英。  

二、办学特色 

1．校企联合的培养模式 

合作单位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学院联合制定和修订人才培养

方案，合作开发课程，共同讲授实务课和案例课。合作单位提供奖学

金、困难学生补助金、奖教金和实习实训基地，优先安排学院学生就

业。 

2．“三位一体”的教学内容 

人格塑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己正直诚实、做事敬业

尽职、对人尊重宽容。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沟通与表达能力、合

作能力、意志力。知识获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人文和科学知识。 

3．高层次就业 

截至 2019 年年底，学院已累计招收 5 届 480 名精英班学生。审

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已毕业的两届 177 名学生中，70 人攻读国

内硕士研究生，20 人攻读国外研究生，升学率为 50.85%。15 人被中

纪委、重庆审计局等行政事业单位录用，32 人进入国际、国内著名

会计师事务所。  

三、社会反响 

精英班独特的教育教学模式，得到教育部教育评估专家的充分肯

定，吸引其他院校领导和老师们前来学习和交流经验。学院领导在教

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和全国财会专业改革创新研讨

会上介绍学院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经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会计报》

等媒体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并作了专题报道。在对



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中，家长支持孩子进入学院的比例为 100%，对

学院育人模式的满意度为 99.04%。 

四、精英班简介 

1．课程设置 

开设《晨训、通识经典导读和领导力实训》，培养自我管理能力、

综合素养和管理才能。审计学专业课程融入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课程

内容，训练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会计学专业（智能财务方向）

课程设置强调“公司财务+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实现人机互动，

改善财务决策。设置领导力与管理、金融、会计、审计、英语与数学

强化等模块，尊重和挖掘学生的特长和潜力。 

2．师资 

设立专项奖教金，选聘校内外优秀师资授课，专业理论课教学优

先安排知名教授和“双师型”老师讲授，专业实务课由校内和校外实

务精英共同承担，注册会计师方向课程由 CPA 辅导名师授课。 

3.奖学金和助学金 

除可获得学校各项奖学金外，合作单位每年为每个年级设置一等

奖学金 2名，每人 5000 元；二等奖学金 5 名，每人 3000 元；三等奖

学金 10 名，每人 2000 元。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 

4.毕业及学位证书 

完成精英班规定的课程及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生，审计学专业

（注册会计师方向）毕业生颁发南京审计大学审计学专业毕业证书，

会计学专业（智能财务方向）毕业生颁发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专业毕

业证书。上述两个专业方向毕业生达到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

授予南京审计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 

五、精英班报名、选拔与录取 

1.报名资格及方式 

2020 级符合条件的新生均可报名。在报到现场预报名，正式报

名在网上进行，网上报名时间、要求等详见校“教务在线”通知。 

2.选拔与录取 

2020 级国富精英班拟选拔 120 人，其中：审计学（注册会计师

方向）80 人，会计学（智能财务方向）40 人，第一学年专业学分绩

点排名前 50%的同学可在学院内申请专业互转。 

选拔与录取程序如下： 

笔试：通过报名审查的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分级考试（100

分）和数学考试（60 分），总分前 300 名学生进入面试。 

面试：由南京审计大学和合作单位共同组成考核小组，对学生进

行面试，具体考察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综合素质。 

根据笔试成绩（50%）和面试成绩（50%）计算总成绩，择优录取。 



六、精英班学习费用 

2020 级精英班的学生除缴纳普通本科学费外，另需每学年缴纳

额外教学资源使用费等 5000 元。 

七、报名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与地点： 

赵老师（025）58318963；13584065348；敏知楼 416 

金老师（025）58318963；15952028696；敏知楼 416 

包老师（025）58318965；13851444351；敏知楼 416 

南京审计大学教务委员会 

国富中审学院 
2020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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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 

2020 级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招生简章 

为落实学校“特色、质量、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培养具有扎实的现代经济

学与金融学专业知识，熟练掌握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有较强的

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成为经济金融领域的高层领导人和行业精英，以

及相关领域高水平研究人才和国内一流大学的高水平师资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根

据省教育厅、学校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继续在 2020 级新生中开展经济与金

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简称国际人才班，EFIT）选拔工作。 

一、研究院介绍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IEF）是

学校为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改革经济学与金融学人才培养模式，转换科学研究

范式，于 2015 年成立的专门吸收在海外知名院校获得经济、金融与管理学博士

学位的高层次人才的教学科研机构（南审校发【2015】49 号）。经济与金融研究

院的主要职责是瞄准本学科前沿，进行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开展高水平学术

研究活动；同时开展经济学和金融学精英班建设和学生培养。 

二、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专业知识，熟练掌握经济学

与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使之能够成为经济金融领域的高层领导人和行业精英，以及相关领域高水平研究

人才和国内一流大学的高水平师资。 

三、培养要求 

本项目要求学生全面系统掌握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理论知识，熟悉各种业务、

国际国内法规和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本项目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应用能力，达到出国留学所要求的外语水

平，也能完全胜任国际机构的语言要求。 

四、培养路径 

本项目整合课程资源，提高课程挑战度，但课程内容更为深入，课程要求大

为提高。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证分析能力。为了加强学生的数学分析能力，设置大

量的数学类相关课程，包括：高等数学（一，二）、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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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学生在第四学期根据自己的

学业规划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两个方向中选择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每个方向均设

有研究型和应用型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进行选择。本项目专业课

采取全英文教学，开拓国际化的办学模式，为学生成长提供较大空间，为优秀学

生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 

五、师资力量 

本项目的师资配备为在海外知名院校获得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

博士学位的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突出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六、主要课程 

本项目参照 Sloan（MIT）、Wharton（UPenn）等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本科课程

设置，设置经济学、金融学两个专业方向（concentration or focus）。学生于第五

学期按照所选专业方向的教学要求参加课程学习。 

专业必修课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

济学、会计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博弈论、经济法、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金融计量学等。 

多样化的专业方向选修课包括： 

1. 经济学方向：国际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

组织理论、城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微观计量、高级计

量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2. 金融学方向：金融经济学、投资学、计算金融、衍生工具定价、金融机构

风险管理、微观结构、房地产金融、行为金融学、公司金融等。 

七、升学与就业前景 

2019 年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首届学生毕业。2019 届、2020 届两届

毕业生升学就业取得出色成果。国外升学率约 56%，主要升学大学包括：牛津大

学（3 人）、剑桥大学（2 人）、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帝国理工大

学、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华威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波

士顿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俄罗斯高等国立经济大学等；国内升

学率约 10%，主要学校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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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其他同学选择

至政府部门、知名外企、金融机构等组织和企业就业，包括江苏省选调生、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宁波银行、中信证券、中国人寿等。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已经与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正式开展

了“2+2”的双学位项目，通过伯明翰大学选拔的国际人才班学生可以从第三学

年开始进入伯明翰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经济数学与统计学”以及“货币、银

行与金融学”专业的第二学年（英国本科学制为 3 学年）学习，学习合格者将会

获得伯明翰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的相关学士学位（双学位）。研究院于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分别选派 16 名同学（2015 级）、21 名同学（2016 级）和 23 名

同学（2017 级）赴伯明翰大学，顺利进入经济学、金融学相关专业继续学习。今

年虽受疫情影响，仍有 19 名同学（2018 级）在入选后选择参加该项目。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已经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正式开展了“2+2”、“2+3”的双学位项目，通过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选拔的国际

人才班学生可以从第三学年开始进入该学校“经济学”（2+2）或“金融学”（2+3）

专业学习，其中金融学专业的第二年将安排整个学年的全职实习，学习合格者将

会获得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的相关学士学位（双学位）。2018 年、

2019 年研究院分别选派 4 名同学（2016 级）、4 名同学（2017 级）赴贝尔法斯特

女王大学金融学和经济学专业学习。今年更有 13 名同学（2018 级）入选后选择

参加该项目。2016 级 4 名同学均在当地知名金融机构获得全职实习机会。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19 年 QS 世界排名第 91 位）商学院也正式确定开展“2+2”本科双学位合作

项目。预计第一批学生将于 2021 年 2 月赴西澳大学开始大三（西澳大学大二）

的学习。 

八、特别奖学金 

为了促进国际人才班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引导学生成长为学术型

的国际化创新人才，经学校批准，经济与金融研究院设立“国际化人才特别奖学

金”，用于奖励每学年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新、学术研究、实践调查、

国际交流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国际人才班学生，其中，一等奖学金 3000 元/人，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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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年级 4%的学生；二等奖学金 2000 元/人，覆盖年级 8%的学生；三等奖学金

1000 元/人，覆盖年级 12%的学生。 

九、学制、学分、授予学位 

学制：按学分制的规定执行，一般为四年，最长可延至六年。 

总学分：140 学分。 

授予学位：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十、学费 

按照省物价局核定的培训收费标准，除缴纳基础学费外，本项目额外收取培

训费合计 31900 元，分四年收取，每年 7975 元。 

十一、选拔对象和人数 

2020 级新生（已录取至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除外）。 

本项目共选拔 80 人。 

十二、报名时间和考试时间 

报名时间为 9 月 13 日 8:00—9 月 16 日 8:00，笔试时间为 9 月 21 日，面试

时间为 9 月 22 日。报名方式、具体时间详见研究院官方微信及学校教务委员会

通知。 

十三、考试与选拔 

报名学生参加全英文笔试，满分 100 分。笔试内容包括数理、阅读及逻辑能

力考核，题型为选择题，考试时间 120 分钟；通过笔试的同学将接受全英文面试，

满分 100 分。进入面试的同学按笔试和面试的总成绩排名（各占 50%）择优录

取；入选名单经公示后，如无异议，入选学生从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始正式进入

国际人才班学习。 

 

咨询地点：位育楼 118，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综合办公室 

咨询电话：025-5831-8791（赵老师、唐老师） 

官方微信：南审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官方网站：http://ief.n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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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学生学业考核管理办法 

为强化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国际化创新人才班学风建设，培养满足更高要求的

国际化创新人才，根据《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

本科生学业审核制度》，结合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培养目标，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是在学校相关制度的指导下，结合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国际化

创新人才班培养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创新人才的要求，对经济与金融院国际化创新

人才班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包括教学纪律、课程考核、退出机制、毕业

机制、评优机制等。 

第二条 严格课堂出勤管理。对同一门课程无故旷课达 3 次及以上的学生，

任课教师有权不允许其参加期末考试，考试成绩记 0分。除病假外，无特殊事由

不得请假。如因病确需请假的，应至少提前 1天向任课教师提出申请，提供医院

相关证明，不允许事后补请假（突发疾病，事后补充医院证明，经任课老师判定

真实后，做病假处理）。对迟到、早退情节严重的，任课教师可按照旷课处理。 

第三条 加强课程考核管理。研究院在每学期初，上一学期考试成绩公布后

对学生进行学业审核，对一学期有 2 门通识教育必修课或学科专业基础课低于

70 分的学生给予学业提醒，对上一学期有 1 门通识教育必修课或学科专业基础

课不及格、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3.0的学生给予学业警告。 

第四条 大学第一学年内累计 1 门学位课程不及格（不计算补考成绩）的学

生，退回至原专业班级继续学习。 



第五条 对于毕业论文不合格者不予毕业，直至其毕业论文答辩获得通过后，

才能获得毕业资格。 

第六条 对于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3.0 的学生，或在考试过程中出现违纪行为

的学生，不得参加评选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国际化创新人才班特别奖学金以及其他

评优评奖的申请。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0 级及以后的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学生。

在执行过程中所涉及其他有关未尽事宜，由经济与金融研究院负责解释。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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