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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问题汇总（0920 更新） 

 

一、报考环节问题 

1. 贵校有哪些专业招生？招多少人？ 

院系所代码及

名称 

专业代码

及名称 

研究方向代

码及名称 
学习方式 

拟考试 

招生数 

拟推免 

招生数 
初试科目 备注 

001 

研究生部 

025100 

金融 
01 金融 全日制 12 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学制 2

年。 

001 

研究生部 

025300 

税务 
01 税务 全日制 15 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3 税务专业基础 

学制 2

年。 

001 

研究生部 

025700 

审计 
01 审计 全日制 6 9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学制 2

年。 

001 

研究生部 

125300 

会计 

01 会计理论

与实务 
全日制 25 25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学制 2

年。 

001 

研究生部 

125300 

会计 

02 大数据与

会计 
全日制 15 15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学制 2

年。 

002 

会计系 

125300 

会计 

03 会计与财

务管理 
非全日制 60 0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学制 2.5

年，录取

类别为定

向就业。 

 

备注： 

（1）因教育部尚未下达我院 2020 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当前各专业拟招生数主要依据上一年度实际招生数制

定，最终招生人数将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我院将在录取时视教育部实际下达计划数、生

源状况和学院发展需要，确定各专业实际招生数。 

（2）拟招生总数分为考试招生和推免招生两个类别。如推免招生类别未达拟推免招生数上限，则剩余名额

将用于考试招生。2020 年推免生实际接收数拟于 11 月确定，考生届时可关注研究生部官网（http://mast

er.snai.edu）了解相关信息。 

 

http://master.snai.edu/
http://master.sna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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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各专业的课程情况？ 

针对金融专业，学院发挥自身作为国家级财经人才培养基地、上海市首批金融人才培训基地的优势，将培养

方向定位于公司金融，着力培养具有扎实金融、会计理论基础，熟悉金融市场运作机制与通行会计规则，能

够胜任投资、融资与风险管理等岗位的金融专业人才。专业核心课程设置为：金融理论与政策、财务会计理

论与实务、财务报表分析、公司金融、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选修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

的国（境）外合作院校相关课程（洽谈中），经认定后记入总学分，实习实践地点包括国内和国（境）外。完

成课程学习，取得规定学分（不少于 40 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

金融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针对税务专业，核心课程设定为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法、税务会计、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国际税收、

税务筹划，强化会计元素。根据税务硕士研究生培养需求，学院税务硕士师资队伍建设坚持“国内外结合、

专兼职结合、实务与业界结合”思路，根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学院

邀请美国迈阿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海关学院、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国税局、江苏省南京市国

税局、江苏省南通开发区国税局、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众环海华税务师事务所、美国博恩·凯悟律师事务所（上海）等知名高

校、政府与企业实务部门等 18位专家参与课程教学。此外，部分特色课程譬如税收信息化，学院在安排校

内教授讲授税务信息化理论的同时，又邀请了上海市国税局和众环海华税务师事务所四位专家来讲包括金税

工程、税务实务知识和税务软件信息化的实务专题，采用互动式授课形式。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

的变革，部分任课教师尝试将线上线下混合式（OAO）教学模式引入到课程教学中，全面提升了课堂的互动

性。 

针对审计专业，核心课程设定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务、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审计理论与实务、审计法律研

究与案例、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在满足教指委培养要求基础上，结合自身培养优

势，学院还设置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实务技能课程，并采用了新颖的教学方式。比如计算机审计课程使用行动

学习和现场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预算管理电子沙盘课程引入用友商战沙盘，XBRL 及其应用体验课程采用

实验室教学和体验式学习。除了院内师资，学院还邀请了业内的专家进行授课，专家来源有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署南京特派办等。 

针对会计专业，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审计理论与实务、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四门

专业核心课由校内相关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携手校外实务专家联合授课，以课程组形式实施小班化教学。

以会计专业大数据与会计方向为例，学院结合既有优势，在确保会计专业原有培养特色的基础上，将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趋势融合到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同时，为整合国内外顶尖教育资源，学院邀请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复旦大学等境（内）外高水平大学联合

开展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工作。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的部分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如下：机器学习、商业智能

与数据挖掘、智能财务理论与实践、财务云与财务共享、大数据审计以及大数据风险管理。此外，学院已

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展战略合作，就颠覆性技术对会计行业发展的影响、数据可

视化、颠覆性技术对会计人才培养的影响、舞弊分析、绿色金融以及其他社会关注的热点领域进行共同研

究，为研究生教育中的课程、实习、研究等环节提供支持。 

 

3. 非全日制和全日制有什么区别？非全日制好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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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2019〕6号）政策精神，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仅为学习方式的区别，两者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

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我院非全日制学习方式一般学制为 2.5 年，通常为双休日授课（如注册生源需求达到一定规模，也可集中

授课），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学费总额为 128000 元。考生在录取前需与工作单位及我院签署定向培养三

方协议；考生被录取后，其档案、人事、户口、工资关系不转入我院；在读期间，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不

参加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享受国家助学金；毕业时不纳入就业计划，毕业后按定向合同就业

（无派遣证及报到证）。我院不支付其各类补贴及医疗等费用，不解决其住宿。 

我院将为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供与全日制同等标准的新生奖学金（奖励范围为 35%，最高标准为全额学费）。

学业奖学金、综合奖学金和专项奖学金也在补充完善中。 

2020 年我院仅会计系招收的会计专业（会计与财务管理方向）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其上年复试分数

线为 170/84/42，与国家线相近，欢迎感兴趣的考生报考。 

相关报考条件详见招生章程（https://www.snai.edu/master/info_1680.aspx?itemid=35211）。 

 

4. 某专业往年报录比如何？某专业好不好考？ 

各专业近三年历史数据如下，仅供参考。报录比、复试比等指标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初试、复试竞争状况，

考生可结合自身知识积累、复习进程、就业意向、发展方向等情况及各校招录政策，认真选择报考院校和

专业方向，综合评估自己被录取的概率，谨慎报考。 

招生院系所 

及专业（学习方式） 

研究生部 会计系 

金融硕士 

（全日制） 

税务硕士 

（全日制） 

审计硕士 

（全日制） 

会计硕士 

（全日制） 

会计硕士 

（双证非全日制） 

2017 年 

报考人数  46 897 72 

录取推免生数  3 12  

录取总人数  20 90 26 

报录比  271% 997% 277% 

复试比  1:1.76 1:4.19 1:1.19 

复试分数线  335/80/55 220/143/60 220/143/60 

2018 年 

报考人数  44 1026 49 

录取推免生数  1 17  

录取总人数  15 95 60 

报录比  314% 1315% 225% 

复试比  1:1.93 1:1.5 1:1.05 

复试分数线  335/83/55 236/120/60 170/100/55 

2019 年 报考人数 15 30 472 95 

https://www.snai.edu/master/info_1680.aspx?itemid=3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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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贵校是否允许跨学科或跨专业报考？对本科院校是否有歧视？ 

考生可以跨学科或跨专业报考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无加试。 

我院招生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报考我院的考生无任何歧视。 

 

6. 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有何特殊要求？ 

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我院硕士生，除必须符合报考的一般条件外，还需满足：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

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下同）或 2 年以上；修过相关专业大学本科课程，至少通

过八门相关专业本科课程考试；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及格水平或具有相当水平；公开发表过相

当于学士学位论文水平的本专业学术论文，经审核确认已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者同等学力（含国家承认学

历的本科结业生）。同等学力考生须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前向我院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提出申请，附上相

关材料的证明，经审查同意后，才能办理报名手续。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过程中须加试两门所报考专业大

学本科主干课程（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二、复试及录取环节问题 

1. 各专业复试分数线如何确定？ 

我院将首先参考国家线，再结合生源状况以及学院发展需要划定各专业复试分数线。 

以研究生部招收的审计专业为例，我院将于 2020 年 3 月教育部发布国家线之后，综合审计专业考生分数情

况、该专业拟考试招生人数（将随教育部下达计划数及推免生实际录取数而变动）、常规复试比例等因素，

以不低于国家线的水平确定该专业复试分数线。该专业也不再与研究生部招收的会计专业执行统一的复试

分数线和校内调剂政策，请考生在报考时参考个人志愿、备考状态等情况慎重选择报考专业和研究方向。 

 

2. 各专业复试如何安排？ 

我院通常在录取当年 4 月中旬前实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一般不高于 150%。具体复试安排以 2020 年复试

公告为准。考生可先参考往年复试公告，熟悉相关内容。上一年度我院各专业复试均为笔试与面试相结合，

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理论、微观经济学、财务会计、外语、专业知识及综合能力，总分为 300 分。 

我院官方不提供历年复试题目。2020 年复试环节专业科目准备可预先参考：《中级财务会计》（第 6 版），

刘永泽、陈立军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年）；《经济科学译丛：微观经济学》（第八版），罗

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

其加试（笔试）科目准备可预先参考：《管理会计》（第 3 版），潘飞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年）；《公司金融》（第三版），朱叶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贵校对资格审查有何要求？ 

录取推免生数   11  

录取总人数 15 13 97 56 

报录比 100% 231% 549% 170% 

复试比 1:1.13 1:1.31 1:1.45 1:1.14 

复试分数线 345/74/49 345/74/49 227/120/60 170/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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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在复试前将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

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将不予复试。此外，学院还将在网报期间进行学籍学历校验，

请考生在报考期间密切关注研究生部官网（http://master.snai.edu）公告，查看自己是否因学籍学历校

验未通过而需要提交补充材料。 

 

4. 贵校对体检有何要求？ 

拟录取后，考生应按我院规定进行体格检查，关于体检的详细要求将在拟录取后发布。往年体检要求参照

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教育

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

学厅〔2010〕2 号）执行，对体检不合格者，将不予录取。   

 

三、培养环节问题 

1. 能否介绍下研究生住宿费、生活费及奖助情况？是否有生源地贷款？ 

就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而言，以刚刚入学的 2019 级为例，其住宿标准多为单人间（3000 元/年），有少量

双人间（2000 元/年），水电费全免，内设中央空调、淋浴、独立卫生间、网络等；研究生餐厅用餐按量

定价，标准约为 10 ~ 20 元/天；在奖助方面，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具体请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关于

修订硕士研究生奖学金相关制度的公告》（https://www.snai.edu/ssszsKD/info_327.aspx?itemid=351

86）。 

奖助类别 标准（人民币） 范围 

新生奖学金 

（全日制、非全日制均适用， 

仅面向一志愿考生） 

一等奖 全额学费 7%（推免为 12%） 

二等奖 半额学费 10.5%（推免为 18%） 

三等奖 1/4 额学费 17.5%（推免为 30%） 

国家奖学金 

（仅非定向全日制适用） 
奖励标准为每生 2 万元，名额以当年公告为准 

学业奖学金 

（全日制适用，非全日制待修订） 

一等奖 10000 元 7% 

二等奖 5000 元 10.5% 

三等奖 2500 元 17.5% 

综合奖学金 

（全日制适用，非全日制待修订） 

一等奖 10000 元 7% 

二等奖 5000 元 10.5% 

三等奖 2500 元 17.5% 

专项奖学金 

（全日制适用，非全日制待修订） 
依据具体协议确定标准及名额 

国家助学金 

（仅非定向全日制适用） 

工作 2 年以下 每月 800 元 100% 

工作 2-4 年 每月 820 元 100% 

工作 4 年以上 每月 840 元 100% 

勤工助学 

（仅非定向全日制适用） 
每小时 22 元 

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贷款，仅非定向全日制适用） 
每学年 12000 元 

http://master.snai.edu/
https://www.snai.edu/ssszsKD/info_327.aspx?itemid=35186
https://www.snai.edu/ssszsKD/info_327.aspx?itemid=3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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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双导师制”？复试期间需要联系导师吗？ 

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我院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将参与实践过程、项目

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导师选配工作将在新生入学期间完成。我院官网列有导师名单

和导师简介（http://www.snai.edu/zdjs/list_945.aspx），欢迎考生浏览。入学后，新生经双向选择确

定校内外双导师。 

考生在复试期间不需要联系导师。 

 

3.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怎么进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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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日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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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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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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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领英萃-硕士领英计划”是什么？  

“领英萃-硕士领英计划”是“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升级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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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已执行至第七期，并更名

为“领英萃-硕士领英计划”，计划内容也更贴合硕士研究生需求。鉴于其出色的教学效果和良好的社会反

馈，每期计划的选拔均得到考生的热情响应，因此学院也不断拓展与其他行业、企业间的类似合作。 

感兴趣的考生可点击视频“你，在哪里实习？”做进一步了解。 

 

5. 会计专业适用哪些执业证书免考政策？ 

MPAcc 与 ACCA 考试有修读免考协议，获得 MPAcc 学位或完成 MPAcc 大纲规定的所有课程，原则上可免试 F

1—F5 五门课程，直接进入最后一阶段 5 门课程考试。MPAcc 与 CIMA（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也有相

关免考协议，CIMA 为 MPAcc 不同阶段的学员设置了不同的免考政策，具体政策可咨询 CIMA 皇家特许管理

会计师公会上海总部。 

 

6. 贵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有哪些特色和优势？ 

我院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汲取成长力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1）强化语言训练。我院在培养过程中将高度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以实现“造就能够应对未来商业世

界复杂性的国际化财会精英”的培养目标。 

（2）锤炼专业功底。我院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与优势，作为财政部直属的研究生培养单位，

将致力于高级会计、审计和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我院已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

http://www.snai.edu/zdjs/list_945.aspx
https://mp.weixin.qq.com/s/HDJSS6gyh8og9ra4Gyc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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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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共建实习

基地，还将与更多知名企业及 ACCA、ICAEW 等国际机构合作，建立合作关系，聘请实践部门专家担任学生

的授课教师和指导老师，使学生对财会行业有较深入的理解。 

（3）积极开阔视野。鉴于在实务界、专业性方面的独特竞争优势，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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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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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级财会人才必须具有的开阔视野。 

（4）培养应用型人才。我院充分发挥官学商一体的师资整合能力，博采众长，积极探索学术界精英、实务

部门专家、政策制定者三者合一的授课模式，努力走出一条学术权威与学术新锐、国际前沿与本土实际、

基础理论与实务操作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在实际教学中，坚持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联合培养的“双导师制”，

高度重视研究生理论精进与实务能力的提升，把案例和实务热点结合到专业知识中以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培养熟悉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擅长国际商务沟通的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 

（5）职业精神塑造。职业道德的培养是重中之重，我院将会秉承“不做假账”的校训，继续倡导严谨、

务实、博学的学风，加强在职业道德培养方面的努力。 

（6）塑造合作精神。我院通过组织案例式教学、拓展训练、小组项目研究等，加强对其团队合作能力、沟

通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培养，力求将其塑造为更具有领导潜质的财会专业人才。 

 

四、毕业、就业及其他问题 

1.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是否都获得“双证”？  

是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满规定的课程学分，考核合格，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我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2.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如何？ 

由于面向实务需求，实行定制化培养，学院历届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2019

届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其中在沪就业比例为 79%，会计师事务所和金融行业为主要去向，

其综合占比达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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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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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户口、人事档案及组织关系怎么处理？ 

非定向就业考生在入学时需将档案、人事、户口、工资关系转到我院，不能按期转入档案的，将被取消入

学资格，毕业后按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有派遣证及报到证）。 

定向就业考生在录取前需与工作单位及我院签署定向培养三方协议。考生被录取后，其档案、人事、户口、

工资关系不转入我院，毕业时不纳入就业计划，毕业后按定向合同就业（无派遣证及报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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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户口办理说明：（1）上海生源的学生户口不予迁入；（2）在上海市高校读本科的非上海生源应届生，

户口建议迁入我院（方便毕业时办理落户手续）；（3）其他非上海生源的新生户口，本着自愿原则，户口

可迁可不迁。如需把户口迁到学院的，迁入地址为“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盈港东路 777 号”，落户地警署

“徐泾派出所”。户口在报到后十天内均可予以办理，过时不再补办。新生在原所在单位交纳的公积金、

养老金，不转入学院，仍由原所在地有关部门保存。 

新生人事档案接收说明：往届生档案凭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关于对考生进行政审并调取考生人事档案的

函》于 2020年 5 月完成调取和接收；应届生档案凭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关于对考生进行政审并调取考生

人事档案的函》于 2020年 7 月毕业后完成调取和接收。 

新生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具说明：（1）外省市的学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需由省（市）级高校的党工委

或省（市、县）委组织部（即学生党员原所在学校隶属的上级党组织）开出，介绍信抬头写明“上海市市

级机关工委组织部”，由“某某单位”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2）上海市内的学生党员，组织关系介

绍信由本校（单位）党组织开出，介绍信抬头写明“中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委员会”，由“某某单位”去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3）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的回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邮编等信息务必写清楚，

介绍信也可密封并由学生党员在报到时交研究生部学工办公室。 

新生团组织关系转接，通过“智慧团建”系统完成，具体操作流程以当年录取通知书附件为准。 

 

五、备考咨询渠道 

为方便您备考咨询，您可关注官网：http://master.snai.edu，电话：021-69768051，及邮箱：mpacc@sn

ai.edu，或通过以下渠道获取在读生备考经验。此外，您还可以关注映客号“SNAI 研招办”（118331046），

回看校园开放日等活动直播视频，或是关注抖音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参与直播互动，直接了

解一手信息。 

            

  
                     

微信：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微博：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   抖音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 

 

http://master.snai.edu/
mailto:mpacc@snai.edu
mailto:mpacc@sna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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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群号：173925431             QQ 群号：220147519           考研论坛(考研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专版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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