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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国际知名的会计学院

在朱镕基同志的亲自倡导和大力推动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于 2000 年 9 月

正式组建。学院是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由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学院还是中国政府倡导设立的亚太财经与发

展学院（AFDI）所在地，是中国政府在 APEC 框架下倡导建立的第一个旨在

促进区域能力建设的机构。

近二十年来，在财政部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历经艰苦创业，积极探索高级财金、

会计人才教育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和坚持会计行业发

展战略，面向国家宏观经济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

开展高层次继续教育，形成了清晰的办学思路、办学模式，逐步形成了学位

教育、高层管理培训、远程教育三足鼎立的事业格局，在经济社会领域形成

了较高的知名度，被誉为会计人员的“精神家园”。

关于我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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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培训课程体系

会计高端人才培养

联系人   郭峰

公共管理培训部主任助理

会计高端人才教育中心主任

E-mail: guofeng@snai.edu

Mob: 18121168169

Tel: 021-69768710

- 2005年12月10日，全国首期高端会计人才培训班开班。
- 2009年4月2日，广西首期“十百千”拔尖会计人才（行政事业类）培养工程开班典礼在南宁举行。
- 2010年1月16日，全国首期高端会计人才培训班毕业。

—— 深度打造财会行业高端人才

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是财政部自 2005 年以来，面向全国范

围选拔、组织、培养的国家级人才战略工程。学院负责培养行政类

第一期、企业类全部十四期以及特殊支持计划，通过系统性的培养，

着力造就一批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

和战略思维的高素质、复合型会计人才。

2018 年以来，财政部启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计划培养

一批符合我国会计工作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的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

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会计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目前已入学两届

学员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学习。

在财政部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和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的示范

效应下，学院已经与上海、重庆、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

山东、湖南、海南、四川、云南、陕西、广西、宁夏、新疆等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财政系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以及济南、

青岛、杭州、宁波等地市开展合作，系统性地培养地方行业会计高

端人才。

学院     年足迹20



5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20 年课程手册

5

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人才

联系人   宋坤玥

CPA 教育中心主任

E-mail: songkunyue@snai.edu

Mob: 18121168181

Tel: 021-69768712

—— 中国注册会计师培训基地

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上海培训基地，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

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秉承“独立、客观、公正、透明”的价值观。以

客户为中心是学院培训工作的宗旨，中心根据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

行业这些特定群体的特殊需求，结合行业发展实际，以及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在开展业务方面的创新需求，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

变、行业信息化建设、国际化业务开拓、会计和审计准则重大变化、

资本市场改革、诚信建设等重大改革发展主题，创新工作思路，打造

品牌课程，并努力搭建行业内与行业间的互动交流平台，以提升培训

质量、保证培训效果、促进行业交流服务于行业整体执业质量的提高，

增强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服务价值和服务能力的认知，

提升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

行业高端人才培养

在全国会计高端人才培养的示范效应下，自 2009 年开始，学院陆续

为上海、广西、山东、江西、安徽、河南、云南、山西、陕西、江苏、

宁夏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开展行业高端人才培养，为行业输送大量

优秀的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OAO 课堂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学员学习行为的变化，中心不断变革继续

教育学习方式，从 2016 年开始，中心陆续推出“3+2”、“4+1”的

线上线下结合的培训模式，结合短期线下培训主题及相关需求，同步

开通配套的线上学习平台及网络课程，2018 年开始推广到上海注协继

续教育。

2019 年，中心承办中注协远程培训班，以远程直播模式，辐射全国

300 余个分会场、一万余人，覆盖面广、参加人数多、影响力大，开

辟了行业宣讲的新阵地。

学院     年足迹20
- 2001年1月13日到17日，举办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金融相关业务审计培训，培训人数为161人。这是在青浦院区

举办的第一个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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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教育培训

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

联系人   徐岳

行政事业教育中心主任

E-mail: xuyue@snai.edu

Mob: 18121168121

Tel: 021-69768707

联系人   刁江城

总会教育中心主任

E-mail: djc@snai.edu

Mob: 18121168128 

Tel: 021-69768000-68128

—— 服务财政中心工作与国家改革发展

—— 培养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总会
计师人才队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财政中心服务工作，学院根据

《2013-2017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财税、审计系统合作，举办财税与审计系统的公务员和各地高

级会计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同时，学院在人大、司法、公安、纪检委、

教育、卫生、文化、地矿、海事、旅游、体育、知识产权、水利、航

天、建设、交通、检验检疫、社保、气象等公共管理领域承办培训业

务，强化依法依规决策理财的理念，提高政策理论素养和业务知识水

平，推动新时代下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与科学发展。

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是财政部继会计高端（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之

后又一全国性高端培训项目。2013 年起，学院与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军委后勤

保障部财政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财务局开展合作，分期

分批对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进行轮训。在《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2010-2020）》等国家人才战略的指引下，培养造就职业化、专业化、

国际化，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的总会计师人才队伍。

- 2003年4月2日，我院与国家经贸委联合举办的第一期国有大中型企业总会计师培训班开班。
- 2013年6月5日，财政部委托学院举办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2013年第一

期）培训班开班。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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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拓展训练

拓展训练以培养合作意识与进取精神为宗旨，提倡一种

理性、合作、机遇、成功的高度融洽。通过各种精心设

计的活动，使学员迎接一次次挑战，战胜一个个困难。

让他们在解决问题、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达到“挑战自

我、磨练意志、熔炼团队、激发原始动力”的培训目的。

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是推动培养模式升级和提升学习体验的重要抓

手，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重要补充，是了解课堂所学理

论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创新性运用的重要途径。近几年，

随着实务界的实践越来越丰富、超前，对以经验和案例

分享为主要内容的现场教学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场教学

已成为最受欢迎的第二课堂。

国会大学堂

国会大学堂微信公众号是以服务学员为宗旨的微信平

台，整合了“印象高端”、“总会说”、“U-Talk”、

“书香悦读”等一系列现场体验活动，通过分享会计精

英的学习成果、专家观点和会计教育动态，搭建文化沙

龙，服务会计人，打造思想碰撞和知识分享的平台。

OAO 融合

Online & Offline 的教育资源融合是为满足学员广泛而个

性化的培训需求，借助网络点播平台、直播工具等，以

更加便捷的培训渠道为学员提供丰富学习资源的探索。

中注协委托培训班及院内品牌讲座（中医养生与生活方

式、积极心理学之幸福修炼计划）通过直播技术惠及近

3 万人，进一步扩大了学院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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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者培训

联系人   曹巧波

企业管理培训部公开课中心主任

E-mail: qiaobocao@snai.edu

Mob: 18121168032   

Tel: 021-69768000-68207

联系人   曹宁

企业管理培训部公开课中心项目主管

E-mail：caoning@snai.edu

Mob:18121168217

—— 专于财金，成就卓越

基于近二十年高管培训经验，我们全力服务于企业价值创造，开设了包括首席财务

官、CFO 数字化领导力、财务战略、公司并购、管理会计、智能财务、财务共享

中心等在内的全系列财会课程，并配套成熟的线上学习课程与交流答疑机制，充分

满足学员的自主学习需求。依托国家级教研平台，我们整合学界、实务界最新理念

与实践，持续迭代更新，基于实务，先于实务，与中国最优秀的高管群体同行。尤

其如持续开展 27 期的首席财务官高级研修班、开国内先河的 CFO 数字化领导力

高级研修班，培养了一大批具备完整知识体系和高度创新能力的财会精英。近年来，

我们还推出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学院为依托的上海市青浦区企业家

研修项目，为构建区域职业培训体系树立了标杆。

- 2018年6月20日，和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合作推出中国第一个企业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系统培养项目。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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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24日，中国银行合作举办“中国银行财务总监高级研修项目”。

金融机构培训

联系人   宋振超

企业管理培训部金融培训中心主任

E-mail: songzhenchao@snai.edu

Mob: 18121168170   

Tel: 021-69768170

联系人   王妍

企业管理培训部金融培训中心

项目主管

E-mail: wy@snai.edu

Mob: 18121168055

—— 专业视角，纵深发展

学院准确定位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行业培训严格把

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类金融机构培训的特殊性，深

耕金融培训领域。我们顺应中国金融业改革潮流，贴近各类金融机构，

特别是银行的发展需要，广泛整合各方资源，努力为各类金融行业

客户提供高端、优质的培训服务。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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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赵婷   

企业管理培训部主任助理

企业培训中心主任

E-mail: zhaoting@snai.edu

Mob: 18121168171   

Tel: 021-69768080

联系人   谢宇翔

企业管理培训部企业培训中心

项目主管

E-mail: xieyx@snai.edu

Mob: 18121168026

10

—— 量身定制，引领变革

企业培训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培训工作宗旨，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

的系统化培训方案。从中央大型企业到地方企业，从国务院国资委

到地方国资委，从企业高级财务人员的短期培训到企业领军人才的

长期系统培训，从国内专业人才培养到国际化财务管理人才培养实

践，从专注面授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方面学习管理，企业培训洞

悉行业前沿 , 深入结合企业实际，追求卓越创新，旨在培养财务管

理人员掌握前沿知识，培育战略思维，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为推

动企业变革提供更大的助力。自深化与央企合作以来，企业培训陆

续推出了中交集团国际化财务人才培养项目、中石化 CFO 高级研修

项目、中国中铁董监事培训项目、国家能源财务总监研修项目、中

国建筑财务处级干部研修项目等一系列覆盖企业高层、中层和基层

的培训项目。同时，也成功为电力、通讯、石化、交通、电子、军工、

航空、建筑、邮政、烟草等不同行业的企业客户提供了前瞻、专业、

系统和实用的企业财经管理人员智力解决服务方案。

企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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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以结果为导向的监测和评价，推动发展绩效的不断提升，已成为

国际社会的潮流。而缺乏对公共资金使用绩效的监测和评价能力，几

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为顺应国际潮流，帮助发

展中国家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中国财政部国际司、世界银行独立评价

局、亚洲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亚太财经与发

展学院前身，AFDI）于 2007 年年初联合创办了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

训项目（Shanghai 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Evaluation 

Training, 简称 SHIPDET），并由 AFDI 负责具体实施。通过开展培训、

研究、 评价人员网络建设等活动，SHIPDET 致力于积极推动中国和

发展中国家发展评价能力建设。 2011 年，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等启

动“CLEAR 区域评价与结果学习中心”遴选工作，AFDI 被选定为“东

亚地区评价与结果学习中心（CLEAR-SHIPDET 中心）”。

- 2002年8月5日，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2002年度首期培训班在我院举办。
- 2009年4月9日， 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

目（SHIPDET）首期培训班举办。

SH
IP

D
ET

国家级、权威性人才培训机构

学院     年足迹20

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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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SHIPDET 中心品牌培训课程概览

SHIPDET SHIPDET

- 2004年4月21日，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上海远程学习中心（简称GDLN-Shanghai DLC）在我院正式成立。
- 2016年9月5日，首届“SHIPDET主题课程—亚洲评价周”活动举行。
- 2017年7月13日，举办“会计基础设施”助推“一带一路”战略高层论坛。

近几年来，AFDI 积极整合国内外资源，在发展评价能力建设方面取得较有成果的探索，促进了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发

展评价能力建设，搭建了评价领域专业人员共享信息、经验交流的平台。面向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政府

相关部门，以及全球多双边发展机构的专业人士，CLEAR-SHIPDET 中心每年提供 SHIPDET 春季国内班、SHIPDET 

秋季国际班，并根据热点和需求提供影响评价、预算绩效管理、环境评价等相关专题培训。此外，在财政部的指导和

支持下，CLEAR-SHIPDET 中心还每年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举办亚洲评价周等高层次知识分享活动 , 推动亚太地区评

价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积极宣传中国绩效管理成就与经验，搭建中方主导的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绩效评价国际交流平

台。未来，CLEAR-SHIPDET 中心将继续致力于打造区域内有影响力的评价能力建设平台和评价知识分享中心。

12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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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电话： 021-69768509,18121168212  李老师
 021-69768000 转 68063,
 18121168063 刘老师
项目网址： https://empacc.snai.edu    
项目邮箱： empacc@snai.edu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SNAI）
香港中文大学（CUHK）

EMPAcc 项目
高级财会人员专业会计学硕士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批准书编号：
MOE31HK1A20131448N

始于2002年，创国内MPAcc教育先河，专业积淀，
致力于培养企业领导人的战略财务思维，打造具有
国际一流水准的CFO! 连续多年QS会计与金融专业
全球排名30强。

- 名校专业硕士 - 中文授课
- 自主招生 - 高级财会人员优选
- 权威认证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作项目部
EMPAcc 项目办公室

学位教育课程体系

- 2002 年 6 月 2 日，我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举办的财务总监资格培训证书 / 专业会计硕士项目首期班开学典礼隆
重举行。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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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20日，我院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合作举办的 EMBA 项目首期班举行开学典礼。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SNAI）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

始于 2003 年，国内首个聚焦金融财务和服务管理创
新的EMBA 项目，专业EMBA领域的深耕者和领跑者，
致力于培养具有金融财务专长和国际视野的 CEO ！
连续多年跻身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EMBA 30 强。

- 专业聚焦 - 国际视野
- 名师荟萃 - 自主招生
- 权威认证 - 中文授课

EMBA 项目
金融财务方向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批准书编号：
MOE31US1A20030918O

招生电话：021-69768703，18121168248  钮老师
                  021-69768576，18121168229  刘老师
项目网址：https://emba.snai.edu
项目邮箱：emba@snai.edu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作项目部
EMBA 项目办公室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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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0 月 27 日，我院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的财务与金融方向 EMBA 项目首次入围英国《金融时报》
全球 EMBA 项目百强榜，列全球排名第 42 位、中国大陆排名第 4 位。

EMBA 项目
会计（商业分析方向）

聚焦会计和商业数据分析的融合与应用，培养精通
数据商业价值，并能够运用数据技术解决会计和金
融领域商业问题的专业人才。

- 前沿课程 - 自主招生
- 权威认证 - 中文授课

招生电话：021-69768576，18121168229  刘老师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批准书编号：
MOE31US1A20141610N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作项目部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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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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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授予上海国家会计学

院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代

码 80402），自此，学院开始独

立开展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MPAcc

（代码为 125300）、审计硕士专

业学位 MAud（代码为 025700）

人 才 培 养 工 作。2014 年 5 月，

学院获批为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开始开展税务硕士专业学

位 MT（ 代 码 为 025300） 人 才

培养工作。2015 年，经全国会

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认证，学院成为首批获得会

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

（Accreditation for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Quality，

简称 AAPEQ）的六家 A 级成员

单位之一，教育质量深受认可。

2016 年 9 月，根据教育部相关

文件规定，学院开始统筹招收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

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

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

同 效 力。2018 年 3 月， 学 院 获

批为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开始开展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MF

（代码为 025100）人才培养工作。

多 年 来， 学 院 在 EMPAcc、

EMBA 等学位教育领域的积累，

以及面向高层管理人员的短期培

训历练，为提升全日制及非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

力和应用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为学生的职业生涯赢得了不

可替代的先发优势。全日制硕士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高达 100%，

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非全日制

硕士毕业生毕业后的职位和薪酬

均有较大提升，近 3 年毕业生平

均年薪达学费总额的 3.88 倍。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审计硕士专业学位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培养能够应对未来商业世界复杂性的国际化财经精英。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MPAcc）
（全日制 MAud）
（全日制 MT）
（全日制 MF）

- 2011年3月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后批准增列我院为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 2005年3月5日，我院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培养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项目首期开学。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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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特色

案例教学
在课程教学中，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学生将获得相关领域实务专家的直接指导，充分领

略案例式教学特色，促进学习与实践的结合。进阶式案例教学的系统训练不仅能锻炼

学生分析和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也能提升其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水平。

精英校友网络
学院通过高级经理人联谊会、高层论坛和校友会等多种形式，积聚政府部门、学术机构、

知名企业的人脉资源，向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学生提供智慧分享与终身价值增值的平台。

开放式高端培养平台
发挥在实务界、专业性方面的独特竞争优势，学院整合了各类高端交流和学习平台，

并系统性地开放给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学生；依托 Coursera 等网络课程资源，学院积

极拓宽研究生的学习渠道，并给予相应学分认定；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课

程教学，提升课堂开放性与互动性，教师的角色已由传统的内容讲解转变为学习的教

练。

全方位定向推广就业
定制化、动员早、辅导全、资源多、个性化是全日制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特色和优势。

全日制硕士毕业生就业率连年高达 100%，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领英萃 — 硕士领英机会
加入该计划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计划内增设的知名会计所 CPA 培训、入职培训、

实习等环节均可免费参与。如全日制学生毕业时达到一定标准，则可以直接入职，从

而提前锁定优质就业机会。

研究导向型实习
为真正实现理论性与应用性在研究生教学环节中的结合，学院积极将“研究导向型实

习”纳入教学环节，要求全日制学生在学习中融入实践训练，在实习中完成应用课题

的研究。

双导师制
每位全日制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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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侧重从课程讲授、论文指导、实务能力提升和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指导自己

的学习和职业规划。

- 2014年5月29日，我院被批准增列为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
- 2015年9月14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文，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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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毕业的时间了，回想起两年前初来上国会时，

一切历历如昨。上国会的两年学习生涯充实而艰苦，我

们的校园竹树环合、碧水清波，却隔绝不掉这座城市散

发的一股逼人的竞争气息。

我感觉我非常幸运，学院的各位老师向我们讲授行业的

前沿知识，在小组任务中我们学会更好地与人合作；导

师指导我们钻研学问、规划职业生涯；学院更会不时请

来其他行业的专家学者，帮助我们拓宽视野、广有涉猎；

普华永道的平台更是帮助我获得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职

业起点……相信上国会的两年给了我足够的力量，帮助

我在就业后激烈的竞争中勇敢无畏。

—— 常远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如果说国考的悉心准备让我收获了稽查局的岗位，那么

SNAI 各位专业老师的答疑解惑与研办老师的全方位帮

助，则让我更加有信心面对未来工作的挑战。从中国税

制、国际税收等税务专业课程的学习，再到安永并购交

易税组的实习，回首在 SNAI 的两年走过的每一步，其

实都是对未来工作的点滴积累。

毕业是终点亦是起点，国考政审时我的一位国税领导曾

对我讲过一句话：你应该努力向会计或税务领军人才计

划的要求努力，说不定若干年后你会重新回到你的母

校。一时间除了对母校的感恩以外，更多的则是对今后

成长进步的压力，愿我们在未来旅途中都能遇见更好的

自己！

—— 张瑶   山东省济南市国税稽查局

SNAI 追求高效率的学习氛围和注重实务精神的教学

方式让我受益匪浅，我们的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

知识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思维、方法和毅力的

培养。感谢在 SNAI 的两年，跌宕起伏中，会有喜

怒哀乐，会有错误预判，会有福祸得失，每个人都

会有。我想说的是，找工作的结果是一件顺其自然

的事情，我们可以事先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做预

算和规划，具体的过程也可以由自己控制，但最终

结果如何，并非百分之一百可以由自己掌控。有得

必有失，观以知常，作为一名学生，有无数试错的

可能，当得在每一次尝试后尽兴而归。

—— 方璇   银联智策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 2017 年 9 月 27 日，学院与上海财经大学合作培养会计学博士研究生项目正式启动。

2018 届毕业生反馈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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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能将所学财务、会计、管理知识

灵活地运用到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工作积极，

训练有素，富于团队合作意识与创新意识，具有良好的职

业素养与较强的领导能力。

—— 范松林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所培养的研究生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平

与实务技能，视野开阔，责任感及团队合作意识强，积

极主动，乐于思考，敢于创新，能很好地完成部门交给

的各项工作。

—— 孙磊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学院和普华永道进行的全方位合作，开启了校企合作的

新模式，让研究生们在更上游的领域体会到了会计原理

在实际操作上的运用，实现了边学习边实践，充分将所

学致所用。通过双方的联合培养，明显感觉到学院研究

生在专业水平、实务技能、职业素养、团队合作精神等

方面的提升。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普华永道作为领先的

会计师事务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

—— 金以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 2018 年 3 月 22 日，我院被批准增列为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用人单位反馈

咨询电话：021-69768051 肖舒羽
 021-69768000-68135 李虹
传　　真：021-69768000-68051
电子邮箱：mpacc@snai.edu
项目网址：http://master.snai.edu

咨询地点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
招生办公室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蟠龙路 200 号
行政楼 114 室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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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9 月 25 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首届（2015 级）发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项目外国留学生开学典礼。

培养具有扎实的财会专业知识、较

强的财会政策分析能力的财经决策

者和研究者；

培养具有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决

策能力，能够领导财经改革、促进

国家发展的财经管理人员；

培养了解与理解中国国情，学习与

分享中国发展经验的“知华、友

华”的发展中国家中青年官员。

具有学士或同等学位及以上的经济

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中国

家政府官员、国企工作人员、大学

研究教学人员等，有政府工作经验

或领导决策经验者优先；非英语母

语国家的学生需要提供有效的英语

水平证明；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

项目由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统

一招生，由学院进行资质考评后择

优录取，并报商务部审核备案。

以“课程学习、论文写作和现场

教学”等为抓手，关注“发展理

论与实践”、“财会专业基础”、

“财经视野拓展”以及“中国文化

认知”等领域，使留学生不仅掌握

财会专业知识，提升管理和领导能

力，并且可以更深入地学习与了解

中国文化与中国经验，推动本国的

发展。

发展中国家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联合教育部于 2008 年创办发展中国家学历学位教育项目，旨在

利用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款项为受援国培养高端经贸商务官员和管理人才，为受援国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该项目同时也是中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援助计划的组成部分，是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进行的南南合作，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

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于 2015 年开始承办发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为全球发展中经济体

中青年财经官员和学者提供硕士学位教育，促进发展中国家财经改革与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留

学生主要来自全球 23 个国家的财政与央行系统，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蒙古、马拉

维、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利比亚里、格林纳达、安提瓜和巴布达、汤加等亚非拉国家。截至日前，

共有三届 74 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与学者从本项目顺利毕业，为所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项目背景

培养目标 招生对象与要求 培养特色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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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至今共招收 5 届 135 名留学生，来自 23 个国家

生源国

汤加
蒙古
吉尔吉斯斯坦
尼泊尔
缅甸
老挝
東埔寨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南苏丹
卢旺达
马拉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莫桑比克
莱索托
加纳
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
巴哈马
安提瓜和巴布达
格林纳达
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018 年 3 月我院收到喜讯，2015 级留学生瑞贝卡（Rebecca 

Younger McGill）女士被利比里亚新就任总统乔治·维阿

（George Weah）提名为利比里亚财政与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并由利比里亚国会正式通过。

Rebecca Younger McGill 女士曾就读于利比里亚大学，于

2015 年 9 月，成为我院首届留学生项目学生，并担任班长

一职。在学院的两年里，McGill 女士学习认真，勤奋刻苦，

关心同学，热心班级事务，积极参加班级活动，多次担任各

类学生活动的主持，在留学生中树立了较高威信。

McGill 女士特别注重中国国企改革和社会经济治理等知识的

学习，展现出其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

考。她认为，“通过在教育、卫生、农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

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反腐败行动和资源合理配置，利比里亚

一定能走出困境。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和人力资源的

大量投入，有赖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等友好国家提供的大

力支持。未来，若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借鉴并运用好在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学中所学所见的中国发展战略和经验，必

将有利于改善自己国家的现有体制，助力本国的发展。”McGill

女士在毕业时深情地表示，“教育女性能够造就一个国家”，

“衷心感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大家庭对我、我的同学以及我

的祖国的帮助，我们无以为报”，“我将永远牢记学院公正

柱的含义”。

杰出校友代表

瑞贝卡
Rebecca 
Younger McGill



22

2020 SNAI PROGRAMS

22

- 2001 年 7 月 19 日，推出 CPA 免费考前辅导在线课程。这是学院在探索数字化、网络化教育模式中迈出的第一步。
- 2001 年 8 月 15 日，上海思耐远程教育研究发展中心成立。

远程教育课程体系

特色和优势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

教 育 网（www.esnai.

net），秉承把优质课

程带给更多财会人员的

宗旨，经过 20 年的内

容积淀和专业服务，已

形成完善成熟的财会网

络教育体系，涵盖企业

财会培训、行业继续教

育及为线下机构赋能等

业务模块。

把优质课程传播到更多地区，服务更多财会人员。

OAO 培训模式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

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库
——专业品质，海量内容

成熟的培训管理平台
——轻松学习，安全管理

7×24 小时
客户服务体系
——让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线下：定制化课程设计、集中培训、现场教学、班级管理等，整个流程

将有专业的项目管理人员跟踪，节省您的培训组织成本。

线上：依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育网和手机端移动学习系统，足不

出户便可随时学习 1100 多门精品课，节约时间成本和差旅费。

800+ 名签约名师、50+ 个课程模块、

1100+ 门网络课程、2500+ 小时在线视频、

10000+ 道专业试题、170000+ 条财经法规，

课程紧跟国家热点，涵盖会计、审计、内控、财务、金融、税收、管理、

经济法规、人文修养等专业领域。

自主研发的网络培训管理平台，已成熟运行 10 余年，形成了集学习（支

持移动端）、考试、培训管理、数据统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可实

现数据系统的无缝对接；遍布全国的多运营商服务群、CDN 智能技术，

保障网络教学安全平稳运行。

400 电话、在线客服、邮箱、传真、答疑中心、知识库等多通道的客户

服务体系，为学员提供培训咨询、课程答疑、技术故障处理等全方位支

持服务。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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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丰富的企业培训经验和成熟的在线服务平台，我们为各类企业提供一站式财会培训解决方案，包括定制专属培

训平台及课程，组织线下讲座、在线知识分享等服务。以“线下 +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扩大企业内训的覆盖范围。

我们凭借丰富的线上课程、多样的线下活动、顶尖的师资阵容、强大的技术保证、全程的贴心服务，助力财税专业

人士的职业生涯发展。曾服务数百家机构（大中型企业、知名事务所、各级财政管理部门、专业协会等），百万财

会人士因此受益。

您只需明确内训需求，其余一切交给我们。

- 2004 年 12 月 15 日，和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合作推出第一个面向注册会计师的网络继续教育。

企业财会培训

细心、专心、诚心，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科技让会计学习更美好。

——助力企业建立专属财会学院

- 丰富的办学经验。曾服务于 300+ 企业，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

- 雄厚的师资力量。入库师资多达 800+ 人，囊括学院雄厚的师资团队及学院全球师资库。

- 专用网址与培训平台

 http://***.ce.esnai.net

- 丰富全面的在线课程

 已有 1100 余门、2500 多学时课程

 每年新增 200 门以上课程

 定制化开发课程

- 移动端学习

 支持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学习

- 辅助功能

 版面答疑，所提问题 24 小时内反馈

 资料下载，课程对应讲义可供下载

 课后练习，供学员自我检测

- 后台管理员功能

 管理员可实时查看学员的学习情况

- 培训数据分析

 可配套法规库、考辅服务

联系人：张老师       Mobile：18801963538       E-mail：zhanghf@esnai.net

优质的增值服务。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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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员（上海）：

已经好几年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育网完成

每年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今年的课程都很棒，

脉络清晰，讲解通俗易懂，经常我脑子里刚想到

一个问题，老师在讲解中就会讲到，很容易就能

跟上老师的思路。

- 2005年4月28日，正式启动高级会计师资格考前网络辅导项目。

行业继续教育

用心服务，收获价值

——优质、高效、完善的整体解决方案

作为会计行业继续教育领域的“国家队”，学院远程

教育网作为提供行业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服务的机构，

致力于为财政部门及行业协会提供优质的继续教育培

训服务，是会计人才培养的龙头机构。

远程教育网以雄厚的顶尖师资团队及完善的线上学习

平台为依托，整合实务精品课程、热点专题培训、最

新财经资讯法规及一体化培训管理功能，同时提供强

大的技术保障和丰富的增值服务，针对全国乃至海外

地区的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人员的

继续教育需求，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及延伸服务。

我们的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行业继

续教育三大业务，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市地区。同时，

我们还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认定为海外会员网络培

训唯一机构，并与 ACCA、IPA AU、ICAEW 等国际会

计专业协会开展深度合作。

联系人：何老师       Mobile：13917967413       E-mail：hejiaying@esnai.net

——来自网络学员的评价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员（江苏）：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培训平台很好用，不仅能学习

最新的知识，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提问，有专业

老师答疑，这点非常吸引我。

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学员（重庆）：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育网上面的课程非常

新，更新很及时，而且观看视频课程比较流畅、

稳定。过程中遇到问题反馈 400 客服热线能及时

得到解决，以后还会选择来这里学习。

资产评估师继续教育学员（湖南）：

在这里学习不仅能学习视频课程，而且有海量的

全国各地法规可以查询，财会资讯随时掌握，据

说是由中国会计视野网站推送的。非常棒！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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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28日，和南通市财政局合作推出第一个面向会计人员的网络继续教育项目。

线下机构赋能

——为线下机构提供权威专业的在线教育服务平台

联系人：杨老师     Mobile：18121168189      E-mail：yangwu@snai.edu

目前，我们可以为机构用户提供以下课程服务：

- 考试辅导系列：会计职称（初、中、高全系列）、税务师系列、注

册会计师系列等全套视频课程、课件、题库

- 会计基础教学系列：基础会计全套视频课程、课件、题库

- 会计实训教学系列：完整八大行业账、会计手工全盘账、纳税申报

等实操练习资源

- 金融专业教学系列：完整的证券、基金、银行等金融专业考试题库

- 优质课程：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专业教研团队研发课程体系，打造能

力、课程、方法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型。

- 定制界面：结合机构业务性质，建设专属培训平台，定制平台功能，满

足机构个性化需求。

- 成熟平台：专业的服务器及云平台服务，自建服务器达到 20 台，平台

稳定运行多年，不断迭代升级，满足大批量线下机构需求。

- 便捷学习：提供电脑、手机、平板等多种学习方式，打破时间和地域的

限制，实现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学习。

- 及时响应：配备机构专属项目经理，及时跟踪机构需求，协调资源，完

善机构培训专区。确保做好客户服务，协助机构服务好学员。

我们的优势

入驻我们的机构服务平台，只需要

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即可轻松搭

建属于机构专属定制化在线培训专

区，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与资金

投入。

重磅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携手行业专家团

队倾力打造的两大财税领域高品质

证书 - 智能财务师 FAI 与税务管

理师 CTM。学员报名并完成相应

课程学习，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且成

绩合格，获得学院颁发证书。欢迎

垂询！

基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 年的远程教育开发与

运营经验，我们整合了

多方资源，为线下培训

机构、高等院校等单位

提供一体化的在线教育

服务平台，以帮助各大

机构应对数字化、移动

化的市场挑战。

学院     年足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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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的未来》

——来自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调查报告见解

未 来 5-10 年 内，
企业会计职能的范
围将发生的变化

观点   人数     比例

总体是有新的职能融合并扩大工作范围 300 88.24%

总体是职能剥离并缩小工作范围 30 8.82%

和现在基本一样 10 2.94%

未来 5-10 年里，
企业会计职能的
重要性将发生大
的变化

45.0%
45.6%

60.0%
60.3%

63.5%

70.3%
70.9%

74.7%
75.0%

78.5%
79.1%

82.9%

87.1%

89.4%
90.9%

92.9%

- 42.6%

财会职能的重要性净提高率（提高率 - 降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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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会计职能的重
要性变化的首要因
素是新兴技术

关 注 上 海 国 家 会 计 学 院

微 信 公 众 号（ 微 信 号 

snai69768000）， 在 对 话

窗口输入“企业会计的未

来”，可获取调查报告全文。

企业会计人的能
力缺口

企业会计岗位的各项能力

总体是缺失大于过剩，总体

是有能力缺口的，这是总量

上的不平衡；同时，某些岗

位能力缺口很大，某些岗位

能力却过剩很多，这是分布

上的不平衡。

实现个人职业目标
的途径选择

2.47 2.35 2.27 2.16 2.13
1.99

1.84 1.81

0.0

0.5

1.0

1.5

2.0

2.5

-1.64

-0.84 -0.24 -0.15 -0.08 -0.05

0.17 0.18
0.25

0.30 0.30

0.74

0.76

0.98

1.01

1.10

1.36

对会计职能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企业会计人的能力缺口（负值表示能力过剩，正值表示能力缺失）

84.4%

57.9% 55.6%
48.2% 47.1%

30.6% 26.8%

13.8%
7.4%

1.2% 0.3%

企业会计人为实现个人职业目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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