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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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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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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教授

学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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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专业学位（MPAcc）、审计硕士专业学位（MAud）及两届税

年9月正式组建，是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学院位于上海市青浦

务硕士专业学位（MT）人才。2015年，经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

区徐泾镇蟠龙路200号，占地面积520亩，三面环水，景色怡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认证，学院成为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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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Accreditation for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倡导设立的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FDI）所在地，是中国注册会

Quality，简称AAPEQ）六家A级成员单位之一，教育质量深受

计师教育基地，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是世界银

认可。

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上海远程学习中心所在地。

面向未来，学院将坚持“国际知名会计学院”的办学目标，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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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探索完善符合学院实际的“一流培训基地+知名商学院”的特

位。累计至今，已培养十多期在职攻读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色发展模式，努力将学院发展成为中国顶尖的财会人才培养基

（MPAcc）研究生。自2011年3月、8月和2014年5月，经国务

地、国家财会政策与企业财务运作的重要思想库、全国性的会计

院学位委员会分别授予会计、审计和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信息集散中心以及重要的财会领域国际交流平台，以更好地为实现

（单位代码：80402）后，学院已独立招收并培养了五届会计硕

会计强国目标服务，为财政中心工作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MPAcc

Future Creator获全国三等奖

课下的案例研讨热烈依旧

校内指导教师主要来源

双导师制

五大研究所＋五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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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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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研究中心

审计
研究所

阿米巴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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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经济
研究所

金融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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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为研究生提供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CFO
领导力
研究中心

会计准则
研究中心
XBRL
研究中心

企业管理
研究所

案例教学
学院秉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引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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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研
究生教学工作，同时，聘请相关领域的实务专家共同参与教学，并广泛采用案
例教学法，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自2004年开展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以
来，学院师资撰写的多份教学案例被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授予“全国MPAcc优秀教学案例奖”，并被收录入全国MPAcc教学案例库。

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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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稽核部总经理

教师精彩的案例教学和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为塑造研究生的实务性和职业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感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院与实务界关系紧密的特色更使得研究生们能独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享成长所需的广阔平台和充沛资源。研究生通过课下的团队研讨和课上的展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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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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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力、沟通能力和领导水平。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财务资产部资金处副处长

中水电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成 绩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税务总监

全国前50强（1支队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前60强（2支队伍）

上海糖业烟酒集团

第三届MPAcc案例大赛

全国前60强（2支队伍）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IMA案例大赛

全国三等奖、华东赛区一等奖

上海市仁济医院

第四届IMA案例大赛

华东赛区优胜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014年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二等奖2名、三等奖2名

上海银行总行

2014年全国MPAcc学位论文评审

全国MPAcc优秀学位论文奖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

2015年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

2016年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7名
一等奖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合伙人

第十届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

赛 事
首届MPAcc案例大赛
第二届MPAcc案例大赛

副总裁
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财务部副主任

财务部部长
董事长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
财会部副总经理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MAud MT

赴上海证券交易所学习交流

课堂：教室是所有美好校园生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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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积极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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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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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普华永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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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中国）企业
咨询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都已成为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这为研究生

加入TDP的收获

开辟了广阔的职业前景。以学院和普华永道共建的实践基地为例，不少
毕业生已经以第二年员工身份被该公司录用，该基地也多次获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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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示范性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上海市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践示范基地”等荣誉。

积累服务于全球顶尖公司的工作经验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TDP）

与精英团队合作，参与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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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CICPA考试，获得公司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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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锁定普华永道录用机会，加速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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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P学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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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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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计划已执行至第四期。鉴于其出色的教学效果和良好的社会
反馈，每期“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选拔均得到考生的热情响应，因

普华永道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为我提供了良好的职业
发展平台，近六个月的实习经历让我体验到了新的工作
态度，在career coach的指导下，自己的专业知识也变
得更加扎实。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PwC第二年正
式员工的offer。

此，学院也开始拓展与其他行业、企业间的“卓越计划式”合作。

——2015届毕业生 现就职于PwC

TDP实施流程
一

二

三

提交“卓越人才
培养计划报名表”

根据研究生招生标
准及企业招聘选拔
标准，确定人选

参与企业增设的事
务所CPA培训、入
职培训、实习等

四
取得硕士学位、符合
招聘要求、工作表现
优秀、通过相关考试

五
以第二年的审计员
身份被普华永道优
先录用

开放式高端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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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批MPAcc培养院校之一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AAPEQ）A级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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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蝉联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35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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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大中型企业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培养基地
中国会计视野网站所在地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FDI）所在地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学习网络上海远程学习中心所在地

全方位定向推广就业
由于面向实务需求，实行定制化培养，前几届硕
士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在严峻的就业形

2016届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就业行业分析

势下，2016届毕业生以100%的就业率凸显了学
院研究生教育的成效。该届毕业生签约单位的所
在区域以上海为主，除部分毕业生选择返回原籍
工作外，大部分毕业生（占87.8%）选择留在上
海工作。

34.4%）、兼职导师推荐（占6.7%）是2016届

金融行业 20.23%
会计师事务所 6.7%
房地产 4.5%

6.7%

据统计，学院实践基地择优录用（占40%）、学
院高端项目校友推荐及校园定向招聘录用（占

100%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52.58%

房地产
4.5%
会计师
事务所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

金融行业
20.23%

四大会计师

咨询 2.2%

事务所

通信 1.1%

52.58%

建筑 1.1%
教育 1.1%

毕业生成功求职的主要渠道。在签订三方协议的

交通 1.1%

毕业生中，多达56%的毕业生获得了多家单位的

制造 1.1%

工作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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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34.4%

学院实践基地
择优录用
学院高端项目校友推荐
及校园定向招聘录用

6.7%
56%

> 期货 5%

> 资产管理 15%

> 证券 20%

> 投资 25%

> 融资租赁 15%

> 基金 5%

> 银行 15%

经兼职导师
推荐录用
扫码可见历年毕业生就业
获多家单位
工作机会

感言及用人单位评价

扫码可见历年详细问答，

常见招生问答

具体信息以当年招生简章及相关政策为准

Q：近年报考和复录情况？
A：

指标

Q：是否允许跨学科或跨专业报考？
A：考生可以跨学科或跨专业报考我院，考试科目参见招生专业目录。

录取人数

60

30

270%

253%

Q：住宿费、生活费、学费及奖助情况如何？
A：我院硕士研究生住宿标准多为单人间（2016级为3000元/年），有少量双人间
（2016级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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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取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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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级标准）。同时，为助力优秀财会人才的成长，学院在研究生培

60

30

1077%

273%

养机制改革的契机下，构建了以研究生新生奖学金（最高为学费全额）、国家助学金
（每月最低为600元/生）、学业奖学金（最高为10000元/生）、综合奖学金（最高为
录取人数

10000元/生）、专项奖助学金和研究生勤工助学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奖助体系（2016

90
842%

级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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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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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取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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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5

1068%

360%

786

36

小时。复试（2016级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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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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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考试初试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100分）、英语

录取人数

90

2016

873%

二（100分）、数学三（150分）、税务专业基础（150分），总分500分。复试
（2016级政策）同会计、审计专业。

单人宿舍格局

生活在
SNAI

社团工作锤炼职业技能

日常上课的教室

20
360%(一志愿)

1:1.2

1:1.35

227/120/60

330/83/55

课下必去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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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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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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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研讨塑造领导才能

素质拓展培养合作精神

想了解更多资讯，请访问：http://master.snai.edu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

电话：021-69768051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蟠龙路200号 （201702）

邮箱：mpacc@sna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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