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审计大学 2018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南京审计大学是唯一以“审计”命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为我国审计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为审

而立、因审而存、依审而兴、靠审而强。学校始建于 1983 年，1987 年更名为南京审计学院，2002 年原

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并入，2007 年学校以“优秀”等级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1 年获

批为全国首批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2011 年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审计署和江苏省共建高校，201

3 年获批为硕士学位（学术学位）授权单位，2015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南京审计大学。 

官网网址：http://nauce.nau.edu.cn/   学校地址：南京市浦口雨山西路 86 号 

 

一、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身体健康。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持有国民教育系列

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经教育部电子注册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4．江苏省的成人高校在校应届毕业生（2018 年春季毕业）报考专升本时，必须持学校出具的《江苏

省各类成人高校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专升本的证明》。 

5．身体健康，生活能够自理，且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二、报名和填报志愿及确认 

1．.报名和填报志愿方式：我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统一实行网上报名、填报志愿、支付报名考试

费。 

2．.报名信息确认: 已经完成网上报名和填报志愿的考生必须按照网上报名时选定的报名点（以下简称

“报名确认点”）办理人像、指纹采集和报名信息确认等手续，未经现场确认的报名和志愿信息无效。 

3．.网上报名和报名信息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9 月 5 日—9 日， 9 月 8 日—9 月 12 日到现场确认，

逾期不得补报。考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号码和本人手机号码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网

上报名系统报名和填报志愿（网址：www.jseea.cn）。具体时间及报名流程以江苏省考试院公布为准。  

三、入学考试科目及时间  

(一)2018 年 10 月 27、28 日。具体时间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 

 所有统考科目试题满分均为 150 分；高起本、高起专的统考科目每门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专升本

每门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二)高中起点专科(共三门)： 

文科：语文、数学(文)、英语。 

理科：语文、数学(理)、英语。 

(三) 高中起点本科(共四门)： 

文科：语文、数学(文)、英语、历史地理综合。 

理科：语文、数学(理)、英语、物理化学综合。 

(四)专科起点本科(共三门) ： 

1、经济管理类：政治、英语、高数(二) 

2、理工类：政治、英语、高数(一) 

3、法学类：政治、英语、民法 

http://nauce.nau.edu.cn/


四、录取原则 

2018 年成教招生工作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高校将本着公平、公正和择优录取的原则，根据省招办从

高分到低分的投档顺序，按计划录取一志愿考生；我校录取通知书将在 2019 年 1 月底前发出。 

     五、开学时间 

开学报到时间为 2019 年 2 月底。考生凭我校发放的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须知，按规定时间到学校

或校外教学点报到。 

     六、学习形式（我院将逐步采取网络+面授相结合的授课形式，具体以各函授点实际安排为准） 

   七、学费标准 

经省物价局核准，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费标准为高起本 2000 元/学年（学制 5 年），专升本文科类为

2000 元/学年、理工类 2200 元/学年（学制 2.5 年），高中起点专科 1700 元/学年（学制 2.5 年）。教材费

另计，食宿自理。学费由学校直接收取并出具行政事业收据。（具体以相关部门最新文件为准） 

     八、入学审核 

开学后三个月内，学校对已报到新生进行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将 取消

其入学资格；对不能通过学籍电子注册的专升本新生，进行第一学历复核，审核未通过者，取消其入学资

格。 

     九、毕业证书 

学生修业期满，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格，经教育部电子注册通过后，准予毕业。

由学校发放国家承认学历、南京审计大学校长签章的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十、学位证书 

本科毕业生成绩合格且在校期间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3 级笔试考试(含听力)，成绩达到我校

当年规定分数（等级）的可申请授予南京审计大学相应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 

十一、招生专业及学制 

 1．专科起点本科（2.5 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保险、投资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审计学、电子商务、法学、工程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仅限函授）、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行政管理、

物流管理（仅限函授） 

2．高中起点专科： 

审计（文理兼收） 

3．高中起点本科： 

保险、工商管理、会计学、审计学、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审计学只招收理科，其余

文理兼收） 

      4、2018 年南京审计大学函授站及招生专业一览 

 

 

 

 

 

 
 



序号 设点单位 教学点地址 电话 可开设专业 

1 
南京前锦教育培训学

校 
南京市上海路 42-1 025-86706275 

专升本（函授、业余）：会计学、

审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保险学、金融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函授）、财务管理、

工程管理；高起本（函授、业余）：

会计学、工商管理；高起专（函授、

业余）：审计 

2 南京市财经学校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

庙东牌楼 74 号 
025-52326732 专升本(业余 ):会计学 

3 南京商业学校 
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132 号 
025-83602627 

专升本(业余):电子商务、会计学；

专升本（函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无锡梁溪区社区培训

学院 

无锡市梁溪区北大

街江阴巷 98 号 
0510-82610617 

专升本（函授））：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会计学、审计学；高起

本（函授）：审计学、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高起专（函授）：

审计 

5 
徐州现代教育培训学

校 

徐州市夹河街东路

口彭城星座四楼 
13685128189 

专升本（函授）：工商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会计学、法学、审计学、

工程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

起本（函授）：会计学、工商管理；

高起专（函授）：审计 

6 
张家港市新世纪培训

学校 

张家港市沙州东路

1 号 
0512-58133415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高起专(函授):审

计。 

7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

成人教育中心校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

镇张林公园西 300

米 

0512-65014833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行政管

理。 

8 昆山市职工学校 昆山市西寺弄11号 0512-57552173 

专升本(函授):国际经济与贸易、工

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高起本(函授):工商管理、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9 
淮安市新元会计教育

培训中心 

淮安市淮海东路

126 号曙光国际大

厦 908 室 

13852387566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人力资源管

理、工商管理、审计学； 

高起本(函授):工商管理、会计学； 

高起专(函授):审计。 

10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泰州市海陵区迎春

东路 3 号 
0523-86661023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审计学、

金融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市

场营销、保险学、法学；高起本（函

授）：金融学、会计学、电子商务；

高起专（函授）：审计。 

11 
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宿迁市沭阳县沭城

镇清华路 13 号 
0527-83987018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 

 



12 
镇江科大职业培训学

校 

镇江市梦溪路 2 号

-2 
13151699589 

专升本（函授）：审计学、会计学、

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技术、人力

资源管理。 

13 如皋市委党校 
如皋市如城镇万售

南路 766 号 
0513-87513320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审计学、

金融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审

计学、行政管理；高起专：审计。 

14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国家级合肥经济技

术开发区汤口路中

段 

0551-63700060 以安徽考试院实际公布为准 

15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合肥

数字化学习中心） 

合肥市经济开发区

方兴大道 509 号 

0551-63611311，    

18788868709 
以安徽考试院实际公布为准 

16 
云南省审计科研培训

中心 

云南省昆明市红菱

路 267 号 
0871-65322291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审计学、金

融学、工商管理。高起专(函授):审

计。高起本（函授）审计学。 

17 
河南省审计干部培训

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政七

街 27 号院 
0371-65510338 

专升本(函授):会计学、审计学；高

起本(函授):会计学、审计学。 

我校成人教育坚持规范管理，注重品牌质量，对招生录取、教学管理、毕业考核等环节均有严格的管

理规定。我校校外联合办学单位为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的函授站，我校不委托任何中介单位或个人进行招

生活动。最终信息以各省考试院公布为准。 

十二、以上报考条件、考试科目和时间安排、专业设置等内容均以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教育

考试机构公布的为准。  
 

2018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咨询热线电话：（025）  86585060   86585000  86585207 

 

网址：http://nauce.nau.edu.cn/  qq 群号：107245029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雨山西路 86 号   （邮政编码：211815） 

 

http://nauce.na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