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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旨在为本科生提供金融与财务领域的全方位教学，同

时结合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加深学生对于不同组织管理的理解。尤

其是，该课程涵盖金融学与会计学领域的跨学科理论知识与实践

操作，并格外关注现代企业及其金融环境。毕业后学生将会具备

坚实的基础，在商业领域开启成功的职业生涯或继续升学深造。

该专业与各特许会计师公会均有密切合作，在 ACCA（特许

公认会计师公会专业考试计划）、ICAEW（英格兰与威尔士特许

会计师协会专业阶段）、CPA Australia（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公

会）及 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商业会计证书）获得一定科

目免试；商学院取得其他学位的学生如修满相关课程模块也可获

得专业会计机构的免试。此外，本专业同时也是 CFA Institute ( 特

许金融分析师协会）认可的 CFA 课程合作伙伴专业（University 

Affiliation Program）, 课程设置紧密贴合金融投资行业实务并

且有助于学生准备 CFA 考试。

金融财务与管理 Finance,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Programmes
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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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
必修
本科阶段学术语境下的阅读与写作
口语交流能力 A
商业经济学导论
分析性思维导论
口语交流能力 B
本科阶段英文特有学术语境 A：人
文社科
信息技术导论
商业及管理导论

二年级
必修
商业法
经济学原理
计量方法 1b
商业计算机应用
工作与社会
商业金融学
组织行为学

选修
数字经济
消费者与市场
现代商业中的人文哲学

三年级
必修
管理会计学
会计信息系统
计量方法 2A
管理策略
公司财务
中级企业报告
计量经济学原则

选修
企业创业学
组织分析
亚洲经济发展
商业运作导论
税务原理
跨文化管理
数据库设计与运行
在中国经商 A&B

四年级
必修
高级企业报告及分析
高级管理会计学
商业道德与可持续性
金融市场：理论与计算

选修
国际商业环境与战略
国际金融学
企业重组与治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商业、经济与金融高等微积分
数据科学导论：商业大数据分析
金融衍生品
全球化与中国创新
应用计量经济学
国际联盟
质量管理学
随机演算与数值分析
战略性创新管理学
商学院学位论文

Programme Certificate
专业认证

Exchange Programme
交换生项目

墨尔本大学 ( 澳大利亚 )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 加拿大 )

格拉斯哥大学 ( 英国 )

诺丁汉大学 ( 英国 )

佛罗里达大学 ( 美国 ) 

早稻田大学（日本）

哥本哈根商学院 ( 丹麦 )

凯奇商学院 ( 法国 )

宁波诺丁汉大学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提供有一个学期或一整年不等的各种

学习机会。与此同时，也为我校学生提供了各类在海外合作院校学习的机会，学生

可以选择在海外某一所大学学习一个学期，有时甚至长达一年。合作伙伴院校举例：

为更好地促进学生在商科领域的长足发展，宁诺商学院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明星学生生涯发展

体系，包含了发掘、体验、参与、提升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配有相应的生涯发展实践。在发

掘阶段，通过课程内的职业发展探索和课程外明星职业讲坛、职业发展工作坊等形式帮助学生更

好地了解自身特长，加强职业意识。在体验阶段，学生能够通过全球导师项目、跨文化商务项目、

学生商业案例大赛、商学院企业咨询项目等体验式学习项目去体验商业操作，与国内外一线商业

领导者们建立深刻联系，并在对业界最新案例的研究和分析中， 提升对商业应用的认知和实践能

力。在参与阶段，学生积极参与到孵化园、企业和校友发起的职业发展活动，如企业在校园开展

的职业能力发展活动和宣讲会等，积累更多职场信息和资源，并加深学生与企业和校友的联结。

在提升阶段，学生通过回顾和总结学习和实践的经验，找到未来发展目标，做出适合个人的职业

发展的行动计划。

Career Development
学生支持体系

全球导师项目

跨文化商务项目

商学院企业咨询项目

学生创业项目

“明星”学生

生涯发展体系

孵化园 学生商业案例大赛

国家级本科建设点

据最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名单的通知》，诺丁汉大学商学院 ( 中国 ) 金融财务与管理专业入选首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Alumni Representative
校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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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

金融与投资硕士学位，之后进入中国

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目前在深圳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科担

任助理教授。

“在宁诺，老师的教导是影响终身的，当时 Accounting（会

计）老师教给我们的财会三张表，现在还经常用到。此外，当时的

商学院院长还会亲自教授创业学课程，布置课题，让我们组织小组

讨论，课后小组一起做研究，完成报告，这样的教学模式，增强了

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就读企业风险管

控专业 。

“宁诺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或者说辩证思维，究竟是如何培养的？在我看来，

同时掌握汉语和英语这两种应用范围最广的语言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兼有在本

土和西方社会中生活、学习、实习、科研、做义工等实践的经历引我们走上了一

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了解东西方的现状和发展、理解彼此历史文化与思维

模式的异同，最重要的是学会对异己者的宽容和对共同理想的追求。这一点对现

在这个极端民族主义兴盛而人类共同危机剧增的世界来说尤为重要。”

毕业后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管理科学学

位。曾任 Gartner（伦敦）分析师，安永咨询（伦敦）资

深管理咨询顾问，现任 PICO 国际医美（伦敦）首席运营官，同时也是宁诺英国校友

会会长。

“在宁诺的时光，让我获得了国际化的视野，让我在海外的求学和工作中，能够

比较好地融入进英国的学习、生活、企业文化，而多元、活泼、开放的校友氛围也让

我敢在海外闯出自己的事业，积极面对新的挑战。出于对学校的热爱，同时深受宁诺

互助精神的影响，我作为宁诺英国校友会的会长，也组织了多个校友活动，帮助新来

乍到以及在英定居的校友，链接更多资源，让校友们在英国的学习、生活、工作更上

一层楼！”

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获得金融硕士学

位，目前任纽交所中国区首席代表。

“在宁诺学习期间，我在商学院学习的三门课程至今印象深刻 - 

Critical thinking （辩证思维），Ethics and integrity （商业道德与正直）

和 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精神）。 辩证思维是联系、发展、全面

地看事物，商业道德与正直是坚持做正确的事，企业家精神是勇于创新

和敢于担当。这既是学术学习的基础，也是学校培养的价值观，于我而

言，终身受益。”

敖希颖
2010 届金融财务与管理专业

陈嘉维
2019 届金融财务与管理专业

彭扬洋
2011 届金融财务与管理专业

杨旭
2012 届金融财务与管理专业

Careers 
升学就业 就业举例

升学举例

Top 10 universities
96 人进入世界排名
前 10 大学

Top 100 universities
398 人进入世界排名
前 100 大学

Top 50 universities
231 人进入世界排名
前 50 大学

19.9% 47.9% 82.6%

Further study of undergraduates
商学院本科毕业生升学情况 *

* 所有数据来自 2019-20 学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宁诺商学院（微信） 宁诺商学院（抖音） 宁诺商学院（bilibili）

Nottingham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China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

199 Taikang East Road, Ningbo, 315100, China
中国宁波市泰康东路 199 号， 315100
电话 :  +86 (0) 574 8818 9181
邮箱 : nubschina@nottingham.edu.cn

Highlights
院系特色

Nottingham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China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

采用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完全一致的教学模式和

标准，全英文授课，实现在“家门口”留学。

家门口国际水准的商学院

一流教研团队

升学及就业前景广阔

海外交换与实习机会

丰富的校友资源教学理念

一流的商科课程

国际认证

完善的学生生涯发展体系

师资团队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90% 以

上持有海外一流高校的博士学位且拥有海外工作

经验，致力于国际最高标准的教学与研究。

根据 2020 年 12 月最新统计数据，本科和研

究生就业率分别为 94.2% 和 97.6%, 博士毕

业生全部就业。选择继续升学的本科毕业生中 

有 47.9% 被 QS 世界排名前 50 的大学录取。

课程框架建立在世界百强名校英国诺丁汉大学

基础上，结合最前沿的商业理念，涵盖本科、

研究生、博士生以及高级管理培训各个层次。

商学院秉持『国际化、互动性、创新型』的教

学理念。课程内容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互动

教学则注重学生在研讨会、讲座和工作坊上的

参与度，通过学生与教师间活跃的讨论与辩

论，激发辩证思维的学习环境。课程内容强调

真实、典型和富有创意的案例学习，让学生接

触到具有现实意义的业界真实课题，帮助学生

在未来的商业环境中创新。

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100 多所海外院校

建立合作，为学生提供很多海外交换交流机

会。海外实习与志愿者项目可将学生派往 126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实习和开展项目。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是通过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

系（EQUIS）认证的全球精英商学院之一。根

据 2020 世界大学学术（ARWU）排名， 工

商管理学科位列中国第 13 名，管理学学科位

列中国第 29 名，经济学学科位列中国 36 名。

其中在国际合作排名世界第 16 名，相关引用

排名世界第 83 名。

商学院开发了一系列的学生生涯发展项目，帮

助学生系统地发掘自身优势，提升职业能力，

加强学生的自我和职业意识，使学生能够有能

力担负起对自己未来职业规划的责任。

商学院自建院 17 年来，拥有遍布全球各地的

9000 余名优秀校友，他们在各行各业深耕发

展，为在校生提供行业经验和职业发展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