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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

01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为我国最早开办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教育的商学院之一，且

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我院，这既是对我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教育

的一次丰富和提升，也是对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科发展的肯定和信任。

商学院MPAcc项目秉承“保持会计教育领先优势，培育会计实务领军人才”的教育理念在

发展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形成了完善的培养体系，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为中国会

计行业输送了一批批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水平、高素质、应用型的会

计专门人才。

商学院致力于学院与学生的共同发展，MPAcc项目将成为每个成员发展的新起点。中国人

民大学MPAcc项目诚挚欢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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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商学院MPAcc项目凭借雄厚的师资力量、优质的教育环境、全面的教学管理在全国

MPAcc试点院校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商学院MPAcc教育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初步

实现了培养我国高素质会计人才的目标，正在向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应用型会计人

才的目标迈进。

培养目标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面向会计职业，既注重培养学生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法纪观

念，系统地掌握现代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又强调培养

学生灵活应用理论知识于实务的工作技能，使之成为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会计

工作领导潜质的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的会计专门人才。

学位特点
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与会计学学术性学位（普硕、同等学力进修班）是规

格不同的学位类型，各有侧重，其培养目标、招生办法、教育内容、培养模式、质量标准

等更突出职业要求，注重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紧密结合。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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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我国最早开办管理教育的商学院，是新中国管理教育的摇

篮。在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学院为企业和政府培养了大批专业的经济管理人才；为中

国的高校培养了大量师资；开设了许多新的教育项目；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编写的

教科书曾在国内高校广泛使用；为政府的决策和企业的改革发展积极进言献策，是中国管

理教育重要的开创者。

商学院是拥有工商管理国家重点一级学科以及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和会计学3个国

家重点二级学科，学科综合实力在国内高校中名列前茅，在2007年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名列第三。商学院囊括了工商管理学科中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学位和培

养项目，拥有7个博士点、 12个硕士点和7个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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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发展历程

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和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成为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首批试点院校之一，并将全

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

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我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与香

港理工大学合作开办MPAcc项

目，致力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商学院在教学中运用了一套新

的网络教学平台——Blackboard在

线教学管理平台，该平台是以课程为

中心集成网络“教”“学”的环境，

为教师、学生提供了强大的施教和学

习的网上虚拟环境，成为师生沟通的

桥梁。

3月，经过初试、复试的严

格考核，首届在职MPAcc新生

入学。

6月，首届MPAcc(北京)研

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召

开，与会代表就MPAcc教育在中

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探讨。

MPAcc学生联合会成立，

旨在加强MPAcc学生间及社会各

界的交流，整合资源，协助推动

中国人民大学MPAcc教育的建设

和发展。

3月，首次与中国铁

建北京培训中心（党校）

合作培养的MPAcc学生入

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在职

MPAcc学习。

9月，商学院MPAcc项目开

始招收全日制MPAcc学生，招

生对象主要为应届生和往届生，

这意味着除了报考学术性研究生

外，报考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也成为考生的另一种选择。

6月，在《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及试点培养单位联

系工作会议暨首届中国MPAcc教育

发展论坛》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MPAcc毕业生宋家兴的论文获

得优秀论文奖，曾雪云获得优秀论文

提名奖。

2003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6月，商学院MPAcc项目依

托丰富的校友资源，为全日制学

生聘请了具有多年工作经验或独

立创业经验，在企业担任重要财

务或会计职务，有责任心、善于

交流的企业家导师，实行双导师

制度。

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举办的《全国MPAcc教育指

导委员会及培养单位联席工作会

议暨第二届中国MPAcc教育发展

论坛》在京成功召开。

11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MPAcc项目中心与新时代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

建立首个全日制MPAcc学生实习

基地。

12月商学院通过了欧洲的

质量认证体系EQUIS的认证，在

认证准备过程中，MPAcc项目认

真配合商学院的认证工作，积极

整改，进一步规范了招生和培养

流程。

2010年

2011年

4月，MPAcc

首 届 全 日 制 学 生

（2009级苏州全日

制班）在苏州国际

学院全部顺利通过

答辩。

MPAcc首届全

日制学生就业取得

可喜成绩。MPAcc

毕业生疏安建代表

全体专业学位硕士

生在学位授予仪式

上发言。

7 月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商

学 院 M PA c c 项

目 发 布 教 学 改

革 发 展 新 举 措 

SPARK——“点

亮梦想”计划。

7月，中国人民大

学商学院 MPAcc项目

推行在职MPAcc奖励

金制度：

卓越奖：免全额学费；

杰出奖：免半额学费；

优异奖：免部分学费。

8月，为了使同学们深

入 了 解 更 多 的 会 计 实 务 信

息，建立学生与业界沟通的

桥梁，MPAcc创办“MPAcc

实务讲堂”系列讲座，邀请

行业内知名专家来我院与同

学们分享成功的工作经验，

传递最新的行业资讯。

11月25日，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MPAcc项目正式通

过香港会计师公会

QP认证。

 2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课程讲师为全日制MPAcc学

生开设“审计实务”课程。

2012年

2004年

5月， MPAcc项目中心与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合作

协议书，建立全日制MPAcc学生

实习基地。

5月，MPAcc项目中心推

出“勤业之路”“行业名企零距

离”系列讲座，帮助学生在求职

道路上获得专业指导，并能了解

更多行业知识。

7 月 ， 2 0 1 0 级 全 日 制

MPAcc毕业生就业取得可喜成

绩，签约率已达100%。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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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设置

核心课程

方向课程

核心课程（不少于22学分）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审计理论与实务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英语

  管理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方向课程（不少于12学分）

  管理信息系统                                  企业税收筹划

  战略管理                                               国际会计准则专题

  投资学                                               财务报表分析

  商法概论                                               专业外语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经济法

  税法                                               项目管理

  国际贸易与国际结算                     电子商务

 学习方式

在职学习 全日制学习

 名师云集

陈甬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市场经济改革、市场与产业发展、城市化与区域发展

戴德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会计理论、财务会计

耿建新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上市公司会计、企业集团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

姜付秀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博士生导师、财务与金融系副主任

研究方向：公司财务、公司治理、行为金融

荆  新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准则、财务理论与模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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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政府会计理论与方法、纳税会计理论与方法、成本会计
理论与方法、责任会计理论与方法

李  平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产业分析与投资、创新管理

李  焰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博士生导师、财务与金融系主任

研究方向：公司财务、金融机构管理、市场微观结构

宋  常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审计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财务与金融理论及政策、审计与会计理论及实务

宋  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商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物流、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供应链金融、特别是供应链双边关系及供应
链柔性研究

孙茂竹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管理会计、成本管理、财务管理 

王化成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研究方向：财务管理、管理会计、财务分析 

徐经长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

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方法、国际会计协调、证券市场会计监管

张瑞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与风险控制、管理信息系统

赵西卜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会计准则（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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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PARK计划中模块教学的实施，加强MPAcc软技能课程，提升学生的沟通力及

领导力，强化行业知识与会计学科相结合，将专业知识与行业背景紧密相连，不同类型的

课程内容通过案例讨论、沙盘模拟等形式系统整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案例、实践中加强动

手能力，最终使MPAcc学生在两年的系统学习中显著提升个人整体能力。

 SPARK 计划

SPARK

开拓创新
Reformative Innovation知识整合

Knowledge Integration

职业素养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行动导向
Action Orientation 

理念塑造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课程合作

为提升MPAcc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及竞争力，MPAcc项目中心与行业名企积极合作、

友好协商，本着“共同培养适应社会和行业发展需要，素质高、能力强的应用型会计人

才”的原则，与企业共同开展教学开发，将实践教学融入培养方案，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及职业素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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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企零距离
为扩大学生视野，不断更新学科和行业前沿知识，MPAcc项目中心推出“行业名企零

距离”等系列讲座，每学期定期聘请国内外会计领域顶尖人才来校举办讲座。老师们渊博

的知识、清晰严谨的思路和洋溢的激情，充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让同学们收获颇丰。

 实践课堂

13

企业参访
MPAcc项目中心定期组织学生到知名企业进行交流访问、学习考察等活动，旨在让学

生走出课堂，通过实践巩固在课堂内所学的知识，了解企业决策、发展运作、经营理念等

相关信息，加强学生与企业界的联络和沟通，开拓学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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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

ACCA特许公认会计

师公会：获得MPAcc学位

或完成MPAcc大纲规定的

所有课程、只有论文待完

成的MPAcc专业学生，可

豁免ACCA专业资格考试第

一、第二阶段九门课程的

考试（F1-F9）。

CIMA皇家特许管理

会计师公会：MPAcc专

业毕业生或顺利完成第一

年课程学习的MPAcc在

校生。可申请参加CPGA

快速通道考试，通过考试

者即可直接获得CIMA管

理会计高级文凭、CIMA

职 业 资 格 1 1 门 课 程 免 试

并豁免全部免试费用。

HKICPA 香港会计师

公会：MPAcc学生可享

有香港会计师公会报考相

关优惠政策，修完指定科

目，可直接注册入读香港

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课程

（QP），QP课程毕业生

可豁免CPA(中国注册会计

师 ) 全 国 统 一 考 试 的 “ 会

计”、“审计”、“财务

成本管理”和“公司战略

与风险管理”四门科目。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magement AccountantsC mAI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香港會計師公會ACCA THE GLOBAL

BODY F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国际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于2010年通过了欧洲质量认证体系（EQUIS）的认证。2011

年，商学院正式启动了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的认证工作。在此契机下，商学院

MPAcc项目的教学管理不断完善，以国际化的标准规范流程，注重从招生到培养各个环节

的持续改进，形成闭环的质量保障体系。

MPAcc项目致力于本土教育的同时，也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应用型的会计

专门人才作为发展重点，为学生提供国际交流机会，MPAcc在校生可根据学生交换计划的

具体政策，依据自身情况申请国际交换名额，获得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

 国际视野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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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发展

企业家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MPAcc项目中心聘请在行业内经验丰富的优秀校友及成功企业家

作为全日制MPAcc学生的企业家导师，结合行业或所在公司的实际案例，配合灵活的交流

方式，对全日制MPAcc学生进行职业发展指导及职业规划，使学生将会计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快速成长。

16 17

勤业之路
MPAcc项目中心推出“勤业之路”系列讲座，邀请行业精英与学生进行面对面深度沟

通，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有效指导，让学生们在求职道路上自信应对。

实习基地建设
为给MPAcc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使学生更好地学以致用，提升自身能力，

MPAcc项目中心与企业合作建立MPAcc实习基地，希望通过实习帮助学生了解企业的行

业特点并在实习中检验专业相关知识，准确定位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商学院MPAcc项目

把建立实习基地作为提升学生实习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在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同时也

增强了对企业人才需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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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Acc学生联合会

MPAcc学生联合会组织结构图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MPAcc学生联合会成立于2009年，是MPAcc学生发起和设

立的。

其宗旨是加强MPAcc学生和社会各界的交流，全心全意为MPAcc同学服务，协助推

动中国人民大学MPAcc教育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MPAcc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联合会全体大会为联合

会最高权力机构，联合会主席团为全体大会的代表机构，联合会顾问委员会为主席团顾问

机构，主席团执委会为常设执行工作机构（见组织结构图），下设有秘书处、宣传部、外

联部、学术交流部、职业发展部、文体活动部六个职能部门。

MPAcc 社团

MPAcc 联合会全体大会

主席团

主席团/联合会执委会

秘
书
处

宣
传
处

外
联
部

学
术
交
流
部

职
业
发
展
部

文
体
活
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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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cc项目中心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课余活动，如素质拓展、趣味运动会、

新春联欢会等。学生也积极参与到学校举行的各项活动，并在活动中获得无数荣誉，展现

了MPAcc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课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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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铮  
中国水电海外投资公司 
总会计师 2005级MPAcc

激烈的市场竞争，全球化的
经营和网络经济带来的冲击，我
们深深感到知识结构亟待更新，
经营理念亟待转变，故而又踏上

校园这块热土，投身知识的海洋。
在这里，案例教学、互动式授课，使我们受益匪

浅；在这里，同学间相互交流工作的心得和体会，取
长补短、开拓思路，对于丰富实践经验不无裨益；在
这里，我们挥洒着汗水吸收着知识的养分，感受着人
大非凡的学术气氛，图书馆、运动场、阶梯教室、游
泳馆，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个
人的综合素质。

我为自己成为人民大学首届MPAcc学员而自
豪，我将以出色的工作回报我的母校！

徐向荣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兼CFO  2005级MPAcc

我非常庆幸七年前，能够
获得在人大商学院MPAcc学习
的机会。人大MPAcc依托人大
商学院雄厚的商科基础和人文

底蕴，帮助我将十几年财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全面升
级。由衷的感谢人大MPAcc，感谢为我们的精进与
成长，无私付出的教授和导师们。你们的妙手栽培，
拨云见日，激励我们勇敢的成为中国战略财务管理实
践的引领者。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努力成为企业家
和管理者心目中合格的战略合作伙伴，帮助中国企业
实现向国际化领先水平的终极跨越。

曾雪云  
2011届校级优秀毕业生 
现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6级MPAcc

真诚地感谢MPAcc项目给
了我们实现梦想的平台！人大的MPAcc项目不仅教

学内容丰富精彩，而且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厚重的人
文环境。置身人大校园，巍巍学府里一片欢声笑语，
冉冉升起的同窗旭谊清辉如许，名师的点拨和关爱灿
若皎兰，我相信这份感动会伴随我的一生！祝人大
MPAcc项目越办越好，祝母校愈加华彩葱茂！

刘  畅  
国投南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济师 全国会计领军
（后备）人才  企业类 
2008级MPAcc

2008年，我有幸进入中国
人民大学的殿堂，开始在商学院读MPAcc。求学伊
始，我就被校园内流淌的阳光、向上的氛围深深感
染。再深入接触下来，我更是深刻地领略到了“立学
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两年中，各位老师既
在学术上有非凡创见，又在为人师表上堪称典范；各
位同学既在知识上孜孜不倦，又在彰显个性的同时体
现出与人为善的人文精神。身为“人大人”，不仅昭
示着一种荣耀，更提醒着一种责任。未来的光荣与梦
想，等着我们去书写。两年的岁月太短暂，而想说的
话太多，千言万语，都凝结成两个字：感谢！

段永毅  
中铁建中非建设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财务总监 
2009级MPAcc 

很高兴在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

最难忘的时光，商学院里有和蔼可亲、兢兢业业工作
的老师，有团结友爱的同学。学院充分利用最卓越的
全球化知识和深入的世界洞察力为我们传道授业。我
们已经毕业，向辛勤培养过我们的尊敬的领导、老师
致敬！ 母校之情、同窗之情、校友之情均为人生不
可替代之情，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希望母校多搭建
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交流平台，加强联系、扩大交
流，使各种资源能够得以充分、综合、有效利用，这
对母校、校友和在校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愿人民大
学商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再创辉煌。

 在职MPAcc毕业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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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帅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副主任科员 
2009级全日制MPAcc

2009年，我选择了人大全
日制MPAcc,作为第一个吃螃蟹

的我们来说，心里还是有些许的犹豫和彷徨；2011
年，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自信和感
激。两年来，在学校领导的亲切关怀、各位老师的精
心栽培和同学们的互帮互助下，我们迎难而上，不断
努力、不断进步，最后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市场的高
度认可。如今，作为一个过来人，对MPAcc所取得
的可喜变化感到由衷自豪，对于MPAcc的未来发展
则充满期待。在此，祝愿人大 MPAcc越办越好、越
办越辉煌！

刘亚男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助理会计师 
2009级全日制MPAcc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
平台，双导师制的管理模式，

案例教学与互动讲堂相结合，不仅培养了我们独立思
考、勇于创新的思维模式，也让我们在汲取书本知识
的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与提高。正是老师们的
无私付出与同学们的相扶相持，让这2年的时光染上
了一抹终生难忘的华彩。

“知于人大，行于天下”。未来的路很长，无论
走得多远，人大是我们永远的家！

舒安建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级经理  
2009级全日制MPAcc

M PA c c 的 学 习 经 历 为 我
提供了一个夯实专业知识的平

台，也让我与老师、同学们之间结下了宝贵而深刻的
情谊。我在这里收获梦想，并懂得了包容与坚持的可
贵。短暂的两年在人生的标尺上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
刻度，但是在这期间我所获取的能量与启示却早已凝

聚成一个朴素而铿锵的信念，时刻围绕在心中——那
就是传承母校精神，用平凡的日子，点亮不平凡的未
来，以期在社会和民族需要之时，同新、老人大人一
起贡献扛鼎之力！

许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级全日制MPAcc

回首在人大的六年学习生
活，有太多无法忘记的点点滴
滴，有欢笑、有泪水，但更多
的是感动。忘不了人大“实事

求是”的校训，忘不了人大教授的“大师”风范，更
忘不了老师、同学们深厚的师生之情。

人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最
博大的理论知识和最前沿的实事动态，更加教会了我
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
梁！人大给予了我们太多太多，无论今后身在何方，
我们永远都是人大人。壮哉人大，我们永远的精神
家园！

张耀辰 
中 国 人 寿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限公司  
2010级全日制MPAcc

回首六年求学时光，忘不
了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

关心、互相切磋、互相鼓励的友情，忘不了商学院各
位老师给予自己的无私关爱、教诲、指导的恩情，更
忘不了，人大教会我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行为精英，
心为平民的作风！在今后工作中，我会加倍努力，用
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自己去拼得一个美好的未来，
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去践行人大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的诺言！最后，祝愿人大MPAcc越办越好，祝愿所
有同学都能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祝愿全体老师工作顺
利，身体健康！

 全日制MPAcc毕业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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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为止，全日制毕业生中，70%的学生与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签约，10%

的学生与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签约, 9.29%的学生与事业单位/非盈利组织签约，7.14%的学

生与政府机关签约，3.57%的学生与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签约。 MPAcc毕业生们已扬帆起

航，相信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会创造新的辉煌！

MPAcc毕业生发展情况

 毕业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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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非盈利组织

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70%

10%

9.29%

7.1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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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MPAcc项目中心
电  话：86-10-62516871、82509175  
传  真：86-10-82501553
Email：mpacc@rbs.org.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608室  邮编：100872
网  址：http://mpacc.rbs.org.cn    （商学院MPAcc中心网址）
            http://www.rbs.org.cn   （商学院网址）
            http://pgs.ruc.edu.cn    （研究生院网址）
            http://weibo.com/rbsmpacc    （中国人民大学MPAcc项目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