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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求学的两年将是异常艰苦的，不

付出艰辛努力甚至会出局。当然，在这里愿意勤奋学习、立志

成才的年轻人肯定也将是快乐的。在优美的校园里，有丰富的

文化活动，有充沛的教育资源可以共享，有大量接触同行大师

和前沿理念的机会，更有众多直面实践精英的场合……

我衷心期望，在学院艰苦求学的两年最终成为我们的学生未来

漫长而又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快乐起点。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是国家级高级财会管

理人才培养基地，于2000年9月正式组

建，是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实行董事

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财政部部长任

董事会主席。学院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徐

泾镇蟠龙路200号，占地面积520亩，

三面环水，景色怡人，拥有国际一流的

教学设施和住宿生活条件。学院是中国

政府发起设立的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AFDC）所在地；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教育基地，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

培养基地，是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

络上海远程学习中心所在地等。目前，学院已形成一支专业门类相对齐全、特色明显、具有扎实的

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教学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研究领域涉足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会计学、审计学、英语等多个学科。

2004年学院成为国内首批开展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单位。累计至今，已培养十期在职攻读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研究生。自2011年3月和8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分别授予会计和

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单位代码：80402）后，学院已独立招收并培养了三届会计硕士专业学

位（MPAcc）、审计硕士专业学位（MAud）人才。2014年5月，学院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即将开展税务硕士专业学位（MT）研究生教育工作。

院长寄语

学院概况

教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院长



学院秉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聘请相关领域的实务专家参与教学

工作，并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研究生通

过课下的团队研讨和课上的展示交流，进一步加深对案例的分析和

理解。进阶式案例教学的系统训练不仅锻炼了研究生分析和解决实

务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领

导水平。

2013年3月23日，在第三届IMA管理会计案例大赛上，由10名2012

级研究生组成的Future Creator和Renewable Eagle两支代表队分

获华东赛区一等奖和三等奖。其中，Future Creator代表队在4月14

日的全国总决赛上，又获得全国三等奖的佳绩。2013年11月，在首

届中国MPAcc案例大赛中，由4名2013级研究生组成的“豌豆荚”

代表队成功从全国650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入围全国前50强、

华东赛区前6强。2014年4月12日，由2013级研究生组成的Summit 

代表队在第四届IMA管理会计案例大赛上也获得了华东赛区优胜奖的

佳绩。

双导师制

根据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对实务性的要求，学院积极实施研究生教育双

导师制。每位研究生将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选择一名校内指导教师和

一名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共同指导自己的学习和职业规划。校内指导

教师对研究生培养各环节和培养质量负主要责任，主要工作包括课程

讲授、论文指导和学生教育与管理等。校外指导教师的主要工作是在

实务能力提升和职业生涯规划方面指导学生。基于财会教育领域多年

来的经验积累和开阔的高端交流平台效应，学院拥有丰富的校内外指

导教师资源，能够为研究生提供高水平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兼职指导教师主要来源

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
或五百强跨国公司担任中层以上领导职务者，例如：

上海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宝钢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中国内部审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

案例教学法

校内指导教师主要来源

会计
研究所

金融
研究所

应用经济
研究所

审计
研究所

企业管理
研究所

Future Creator获全国三等奖

与世界银行专家深入交流



实习教学的质量与实践基地的建设息息相关。为此，学院深入探索与行业企业共建实践基地并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新模式，力求根据行业和

企业的实际需求，开展研究生定制式培养与教学工作。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财政局、上海市邮政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都已成为学院研究生

的教学实践基地，这为研究生奠定了坚实的职业发展基础，开辟了广阔的职业前景。

研究导向型实习

加入TDP的收获

连续两年接受包括专业知识、沟通技巧和领导力在内的
全方位培训

积累服务于全球顶尖公司的工作经验

与精英团队合作，参与项目实施

通过CICPA考试，获得公司奖励

提前锁定普华永道录用机会，加速职业发展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TDP）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是学院探索定制式培养之路的又一亮点，也是在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创新之举。2013年，学院与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在2013级研究生中正式启动了第一期“卓越计划”。

入选该计划的36名同学，不仅能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实习实践，积累

服务于全球顶尖公司的工作经验，而且将额外接受包括专业知识、沟通

技巧和领导力在内的两年期全方位培训。此外，在学院取得硕士学位、

符合普华永道招聘需求、工作表现优秀并且通过CICPA考试3科以上的

同学，将会在硕士毕业后以第二年审计员身份被普华永道优先录用。

鉴于首期计划出色的教学效果和良好的社会反馈，第二期“卓越人才培

养计划”的选拔得到了考生的热情响应。第二期“卓越计划”已于

2014年7月开始执行。此外，学院正积极拓展与其他行业、企业间的“卓

越计划式”合作。

TDP实施流程

提交“卓越人才
培养计划报名表”

一

根据研究生招生标
准及企业招聘选拔
标准，确定人选

二

参与企业增设的事
务所CPA培训、入
职培训、实习等

三

取得硕士学位、符合
招聘要求、工作表现
优秀、通过相关考试

四

以第二年的审计员
身份被普华永道优
先录用

五

为真正实现理论性与应用性在研究生教学环节中的结

合，学院积极践行务实教学实践的多层互动，将“研

究导向型实习”纳入教学环节，要求研究生在学习中

融入实践训练，在实习中完成应用课题的研究，从而实

现从理论应用于实践，到以实践升华理论的全过程。

2014届毕业生

参观实践基地 培养团队精神 塑造积极心态



由于面向实务需求，实行定制化培养，2014届全日制会计、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欢

迎，在严峻的就业总体形势下，以98.9%的就业率凸显了学院研究生培养的成效。

据统计，学院高端项目校友推荐（占46.3%）、校园定向招聘录用（占15.1%）、学院实践基地择优录用

（占14.6%）、兼职导师推荐（占11.2%）是2014届毕业生成功求职的主要渠道。在签订三方协议的毕业

生中，获得多家单位工作机会的毕业生占41.6%。定制化、动员早、辅导全、资源多、个性化是学院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工作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开放式高端培养平台

全方位定向推广就业

鉴于在实务界、专业性方面的独特竞争优势，学院得以整合各类高端交流和学习平台，并系统性地开放给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以帮助其开拓国际化视野，提升专业认知能力，拓展职业发展渠道。自首届全日制研究

生入校以来，学院已相继聘请诸如世界银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英格兰

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等专业领域内的多位国内外专家为研究生解读政策动态、指引研究

方向。此外，学院还与国际职业资格机构（如ACCA、CIMA等）在课程认定、课程开发、免考政策及资源

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以充分利用其国际化人才培养经验与资源为研究生服务。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所在地

中国注册会计师教育基地

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企业类）培养基地

国有大中型企业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培训基地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基地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上海远程学习中心所在地

中国会计视野网站所在地

2002年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启动中国大陆最早的MPAcc项目

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EMBA项目连续4年蝉联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30强

全国首批MPAcc培养院校之一

98.9%
首届毕业生就业率

2014届全日制会计、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毕业生

签约单位所属行业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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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招生问答

生活在SNAI
学院为研究生的学习与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便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校园，设备齐全又温馨宜居的

单人宿舍，整洁实惠、菜式多样的餐厅，教学设施先进的多媒体课堂，适宜团队讨论交流的专用讨论室，

环境优雅且资源丰富的图书馆，种类繁多且增添了无数交流机会的运动场馆，让每个人展示自我、充满

了精彩回忆的国际会议中心大舞台……这里不仅是汲取知识的源泉，更是每位研究生温暖的家。 

Q：是否允许跨学科或跨专业报考？

A：复合的专业背景和综合的知识储备是我院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之一，我院非常欢迎具

有跨学科或跨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具体考试科目

参见当年招生专业目录。

Q：住宿费、生活费、学费及奖助情况？

A：我院硕士研究生住宿条件多为单人间（拟为3000元/年），有少量双人

间（拟为2000元/年，优先考虑家庭困难的考生），水电费全免，内设中央

空调、淋浴、独立卫生间、网络等；用餐按量定价，标准约为10—20元/

天；学费标准为每学年人民币19000元（2014年标准）。同时，为助力优

秀财会人才的成长，学院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契机下，构建了以研究生

新生奖学金（最高为35000元/生）、优秀奖学金（最高为5000元/生）、普

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和研究生勤工助学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奖助体系

（2014年政策），尽最大可能帮助广大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

Q：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设置及复试内容？

A：我院会计、审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初试科目为英语（二）(100分)、管理类联考综合

能力(200分)，总分300分。考试均以笔试进行，

各科考试时间为3小时。复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笔

试内容为思想政治理论、微观经济学、会计学，以

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须加试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面试内容为英语听说及综合能力。

我院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尚未公布，

请随时关注官网信息，以了解考试内容。

Q：近年报考和复录情况？

A：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蟠龙路200号 （201702）

电话：021-69768051
邮箱：mpacc@snai.edu

想了解更多资讯，请访问：mpacc.snai.edu

官方微博

具体信息以当年招生简章及相关政策为准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复试分数线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复试分数线

2012 162 60 187/110/55 76 30 187/110/55

2013 646 60 210/120/60 82 30 190/120/60

2014 587 60 218/120/60 171 30 218/120/60

会计专业 审计专业
年份

优雅的餐厅 安静的图书馆 室内温水游泳馆

迎新晚会“我们一起过元旦!” 强健体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