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处负责统一招生，我院

在商务部培训中心的协调

下，全力配合和协助开展

招生工作。 

    近日，在中国财政部

的领导下，在教育部和商

务部的支持下，由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亚太财经与

发展学院）承办的“发展

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项目”（Master of Profes-

sional Accounting Progra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招生工作全面启动。该项

目以培养发展中国家财经

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

应用型专门人才为宗旨，

以英语为教学语言，采用

课堂讲授、小组研讨、专

题讲座和实地考察等相结

合的教学方式，为发展中

国家的财经官员提供职业

发展的动力源泉，搭建价

值增值的广阔平台。 

    此项目是我国开展国

际财经与发展领域能力建

设的组成部分，也是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

人联合宣言的重要成果体

现。“发展中国家会计硕

士专业学位项目”的培养

对象主要是境外发展中国

家的中青年财经官员。学

院首届外国留学生将于

2015年9月入学，项目学制

二年，由商务部提供奖学

金。项目由我驻外使馆经

发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招生工作全面启动  

招生进展 

    自2015年5月底以来，“发

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项

目”招生工作得到了积极反

馈。目前，柬埔寨、越南、马

亚西亚、老挝、尼泊尔、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和喀麦隆等国

家的学员约20余人咨询有关项

目的情况。鉴于与柬埔寨、越

南在短期培训项目上的良好合

作，我们分别在柬埔寨经济财

政部下属的经济财政学院和越

南财政部下属的财政干部学院

建立了当地招生联系人。与

AFDI有多年合作的缅甸央行与

老挝国家银行也主动承担起在

该国的招生工作。 

    6月，在AFDI访问哈萨克

斯坦期间，亚洲开发银行驻阿

斯塔纳首代杨金林先生表示将

积极推进该项目在哈的招生。

此外，在李院长的协调下，院

办与国税总局接洽，以期推动

国税总局驻外机构对此项目的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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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课程体系分为四个基本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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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整合各方资源，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授课，包括前亚行东亚局局长Robert 

Withol，墨尔本APEC金融研究中心主任Ken Waller，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Linda Morra Imas博士、亚行研究院

邢予青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上海财大、上海社科院和华师大等国内学者。目前，除四门会计类专业课程外，其他

课程的师资都已基本确定。此外，在市场部和教务部的大力协助下，留学生教学考察基地工作顺利开展，我院校

友“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段大为先生表示将为我院留学生提供移动课堂。 

打造一流的课程与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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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称 
Modules 

课程名称 
Courses 

学分 
Credits 

发展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1.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2 

2.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 2 

3.国际金融合作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opera-

tion 
2 

4.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Financial Market and Fi-

nancial Instrument 
2 

5.战略管理与领导力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2 

6.公共项目监测与管理Public Program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2 

7.ADB发展系列ADB’s Lecture Series on Develop-

ment 
2 

8.国际商务International Business 2 

财会专业基础 
Accounting and Cor-
porate Finance 

9.高级财务会计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2 

10.国际会计准则与比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2 

11.高级财务管理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2 

12.高级管理会计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

ing 
2 

财经视野拓展 
Development Track 
Courses 

13. 中国经济问题Economic Issues of China 2 

14. 中国财税体制 Finance and Taxation System 

of China 
2 

15.财经专题讲座Thematic Lecture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16. 中国财经发展现场教学On-site Teaching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2 

17.中国城乡发展实践考察Field Visit to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2 

中国文化认知 
Chinese Culture 

18.现代汉语 Chinese Language 8 

19.中国概况 Introduction to China 4 



      5月11日，AFDI特邀上

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敏副

教授为部门全体员工全英文

讲授了“宏观经济理论与实

践”，不仅为留学生项目考

察了师资，也让大家对宏观

经济理论有个初步认识。整

个培训采用了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方式，内容详实、生

动，既有经济学模型与公

式，也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实

际数据为理论做支撑。张敏

老师通过大量的对比数据图

表向大家阐述了中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原因及未来发展方

向。 

    在提问环节，大家各自

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

与张敏老师交换了意见和看

法，并针对统计数据的计算

与演绎归纳方法进行了专业

交流。对AFDI而言，在开展

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的过程

中，准确判断与把握自身发

展特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

环。 

    张敏副教授是加拿大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

士、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

士，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老师。 

本着勤俭节约、资源共享的

原则，我们申请了对研究生

部现用的研究生管理信息系

统进行英化，并进行适当优

化。系统仍由南京南软科技

有限公司承接开发。按照进

度安排，留学生管理信息系

    为了迎接9月份我院首批

留学生的到来，AFDI在信息

与远程教育部的指导与支持

下和研究生部的帮助下，结

合对研究生部在用的管理信

息系统的考察，启动留学生

管理信息系统的立项工作。           

统将于8月底前完成测试，9

月初正式投入使用。目前，

在财务资产部与后勤部的协

调下，该项目已进入采购阶

段。 

上海财大张敏副教授试讲“宏观经济学” 

留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立项 

留学生项目获得学信网和留学基金委的认证 

书在学信网可以进行查询认

证。 

    随着我院在学信网“来

华留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平

台”的开通，与国家留学基

金管理委员会（简称：留学

基金委）也成功对接。按照

国家规定，来华留学生的相

关信息要全部上传至留学生

基金委后，来华学生才能获

得留学生身份确定。目前，

来华留学生分为“中国政府

奖学金”和“自费生”两大

类，由于我院的“发展中国

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

属于商务部奖学金，因此留

学基金委将我院项目的留学

生归为“自费生”类。 

    由于留学生的学籍学历

与国内学生的学籍学历不属

于同一管理平台，经过多方

咨询，我们成功申请了中国

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

称：学信网）的来华留学生

学籍学历的数字证书认证，

这就意味着，我院留学生毕

业后所取得的学历和学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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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  副教授 

“留学生学籍学历 

获得国家相关机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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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财经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通过课堂教学，学员能够较好的掌握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拓宽知识面提高

国际视野。同时结合实地考察，案例讨论，专题讲座等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具有扎实

财经专业知识、较强的财经政策分析能力的财经决策者和研究者。 

——学员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借鉴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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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 

培养模式 

基本学习年限为2年。学制分为4个学期，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以集中授课为主，

并各安排一周的社会实践；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以撰写论文为主。授课语言为英文。

采用课堂讲授、小组研讨、专题讲座和实地考察等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学位授予 

在规定年限之内修满40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经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发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     工作简报 

2.招生情况不太明朗。我院的招生截止时

间是6月25日。从商务部培训中心近期的

反馈情况表明，大部分硕士项目的招生都

不太理想，我院项目的招生也不容乐观。

留学生办公室及时调整了招生策略，开展

推荐招生，报名表由我方收集后，再统一

交各国大使馆经商处审核。从反馈情况

看，柬埔寨、越南、老挝和印尼的报名积

极性较高。目前，我方已收到越南一名学

员的报名材料。 

3.论文导师与助教的选聘。在招生取得进

1.建章立制工作进展缓慢。由于研究生部

现有的全日制研究生制度并不全部适用于

留学生，借鉴上海财大、中医药大学、西

南大学等高校的留学生制度，结合我们学

院的现有制度，我们汇总整理了“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外国留学生手册”，在院领导

与研究部的大力协助下，进行了数次修

改，形成了初稿。鉴于学院是首次招收留

学生，在一些制度与流程上还处于懵懂的

状态，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我们尽量加

快进度，希望能早日成稿。 

展的情况下，要尽快开展留学生导师及助

教的选聘工作。 

 

困难与展望 

www.afdi.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