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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 

2021 级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招生简章 

为落实学校“特色、质量、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培养具有扎实的现代经济学

与金融学专业知识，熟练掌握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有较强的国

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成为经济金融领域的高层领导人和行业精英，以及

相关领域高水平研究人才和国内一流大学的高水平师资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根据

省教育厅、学校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继续在 2021 级学生中开展经济与金融

国际化创新人才班的选拔工作。 

一、研究院介绍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IEF）

是学校为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改革经济学与金融学人才培养模式，转换科学研

究范式，于 2015 年成立的专门吸收在海外知名院校获得经济、金融与管理学博

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的教学科研机构（南审校发【2015】49 号）。经济与金融研

究院的主要职责是瞄准本学科前沿，进行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开展高水平学

术研究活动；同时开设“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简称国际人才班，EFIT）”

开展经济学和金融学精英班建设和学生培养。 

二、培养目标 

国际人才班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专业知识，熟练掌握经

济学与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使之能够成为经济金融领域的高层领导人和行业精英，以及相关领域高水

平研究人才和国内一流大学的高水平师资。 

三、培养要求 

国际人才班要求学生全面系统掌握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理论知识，熟悉各种业

务、国际国内法规和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

态。国际人才班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应用能力，达到出国留学所要求

的外语水平，也能完全胜任国际机构的语言要求。 

四、培养路径 

国际人才班专业课程采取全英文教学，开拓国际化的办学模式，为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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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较大空间，为优秀学生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本项目通过整合课程资源，提

高课程学习挑战度，课程内容更为深入，课程要求大为提高。被录取的学生按照

经济与金融大类培养，并通过开设微积分一、微积分二、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统计与数据分析、计量经济学、金融科技与 Python 应用等课程，培养

学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兴趣和专业素养，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证分析能力，把握经

济学和金融学研究和发展前沿。从第五学期开始，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在经济学

和金融学两个专业方向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专业，其中金融学专业是国家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经济学专业是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每个方向均设有研究型和应

用型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进行选择。 

五、师资力量 

国际人才班的师资配备为在海外知名院校获得经济学、金融学、商学、统计

学等专业博士学位的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突出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六、主要课程 

国际人才班参照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设置经济学、金融学两个

专业方向（concentration or focus）。 从第五学期开始，学生在经济学、金融学两

个专业方向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专业。学科基础课采用全英文教学，课程包括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

统计与数据分析、计量经济学等，同时开设学科跨专业综合实验——金融科技与

Python 应用课程。 

多样化的专业方向选修课（参照必修课程管理和考核）包括： 

1. 经济学方向：博弈论、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健康经济学、财政

学、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微观计量、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

高级计量经济学等全英文课程； 

2. 金融学方向：金融经济学、公司金融、投资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衍生工具定价、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行为金融学、房地产金融、金融计量学、微

观结构等全英文课程。 

七、升学与就业前景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成立以来，人才培养成果丰硕。2021 届国际人才班 78%

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高居全校首位，包括 58%国外深造和 20%的国内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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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深造的毕业生中，有多人前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

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

学习；国内深造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高校为主；还有约 22%毕业生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主要选择至政府机构、

知名外企及大型国企或银行就业，如江苏省选调生、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安

永、毕马威、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等。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已经与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正式开展

了“2+2”的双学位项目，通过伯明翰大学选拔的国际人才班学生可以从第三学年

开始进入伯明翰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经济数学与统计学”以及“货币、银行与

金融学”专业的第二学年（英国本科学制为 3 学年）学习，学习合格者将会获得

伯明翰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的相关学士学位（双学位）。目前，2015 级国际人才

班被伯明翰大学录取 16 人，2016 级被录取 21 人，2017 级被录取 23 人，2018

级被录取 19 人，2019 级被录取 20 人。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已经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正式开展了“2+2”、“2+3”的双学位项目，通过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选拔的国际人

才班学生可以从第三学年开始进入该学校“经济学”（2+2）或“金融学”（2+2 或

2+3）专业学习，其中金融学（2+3）专业的第二年将安排整个学年的全职实习，

学习合格者将会获得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的相关学士学位（双学

位）。目前，2016 级国际人才班被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录取 4 人，2017 级被录取

4 人，2018 级被录取 13 人，2019 级被录取 11 人。 

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已经与西澳大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正式开展了“2+2”的双学位项目，通过西澳大利亚大学选拔的国际人

才班学生可以从第三学年开始进入该学校“经济学”或“金融学”专业学习，学习合

格者将会获得西澳大利亚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的相关学士学位（双学位）。目前，

2018 级国际人才班被西澳大利亚大学录取 1 人。 

八、特别奖学金 

为了促进国际人才班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引导学生成长为学术型

的国际化创新人才，经学校批准，经济与金融研究院设立“国际化人才特别奖学

金”，用于奖励每学年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新、学术研究、实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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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国际人才班学生，其中，一等奖学金 3000 元/人，覆

盖年级 4%的学生；二等奖学金 2000 元/人，覆盖年级 8%的学生；三等奖学金

1000 元/人，覆盖年级 12%的学生。 

九、学制、学分、授予学位 

学制：按学分制的规定执行，一般为四年，最长可延至六年。 

总学分：140 学分。 

授予学位：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十、学费 

本项目除了缴纳基础学费外，本项目额外收取培训费合计 31900 元。 

十一、选拔对象和人数 

全体 2021 级学生（已录取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国际学院、定向录取、二

学位、3+2、专转本、预科学生等除外）。 

本项目拟选拔 120 人。 

十二、报名时间和考试时间 

报名时间为 5 月中下旬，笔试、面试时间为大一学年期末阶段。报名方式、

具体时间详见研究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学校教务处官方通知。 

十三、考试与选拔 

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考试包括笔试与面试，笔试与特色项目选拔考

试笔试同卷，笔试成绩前 240 名有资格参加面试。笔试与面试成绩各占 50%构成

选拔考试成绩。 

学校统一组织的特色项目选拔考试笔试，考试总分为 150 分，其中 100 分为

英语能力测试试题，主要考察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主要题型包括但不限于词汇

语法、阅读理解、作文及综合能力测试(用英语考数理化文史哲等)；50 分为数学，

主要考察微积分，考试内容以管理类专业微积分一（课程编号 09400480）和微

积分二（课程编号 09400470）为主；面试形式为全英文单独面试，主要考察英

语听说能力。 

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的总成绩包含两部分：①选拔考试成绩，②统

一采取闭卷考试形式的大一学位课笔试成绩（为确保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可比性，

各课程成绩以标准分方式计算）；各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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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地点：位育楼 118，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综合办公室 

咨询电话：025-5831-8791（赵老师、唐老师） 

官方网站：http://ief.nau.edu.cn 

官方微信：南审经济与金融研究院（二维码如下） 

 

 

 

  

http://ief.n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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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学生学业考核管理办法 

为强化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国际化创新人才班学风建设，培养满足更高要求的

国际化创新人才，根据《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

本科生学业审核制度》，结合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培养目标，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是在学校相关制度的指导下，结合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国际化

创新人才班培养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创新人才的要求，对经济与金融院国际化创新

人才班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包括教学纪律、课程考核、毕业机制、评优

机制等。 

第二条 严格课堂出勤管理。对同一门课程无故旷课达 3 次及以上的学生，

任课教师有权不允许其参加期末考试，考试成绩记 0 分。除病假外，无特殊事由

不得请假。如因病确需请假的，应至少提前 1 天向任课教师提出申请，提供医院

相关证明，不允许事后补请假（突发疾病，事后补充医院证明，经任课老师判定

真实后，做病假处理）。对迟到、早退情节严重的，任课教师可按照旷课处理。 

第三条 加强课程考核管理。研究院在每学期初，上一学期考试成绩公布后

对学生进行学业审核，对一学期有 2 门通识教育必修课或学科专业基础课低于

70 分的学生给予学业提醒，对上一学期有 1 门通识教育必修课或学科专业基础

课不及格、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3.0 的学生给予学业警告。 

第四条 对于毕业论文不合格者不予毕业，直至其毕业论文答辩获得通过后，

才能获得毕业资格。 

第五条 对于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3.0 的学生，或在考试过程中出现违纪行为

的学生，不得参加评选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国际化创新人才班特别奖学金以及其他

评优评奖的申请。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1 级及以后的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创新人才班学生。

在执行过程中所涉及其他有关未尽事宜，由经济与金融研究院负责解释。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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