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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account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our country,
and combining with some investigation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necessary capabilities needed by
senior accountants. Also, the author establishes the account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l in
our school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objective, training process,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so 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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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剖析目前我国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在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社会调查，分析我国高级会计
人才应具备的能力，分别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对我校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模式进行了构建，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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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12)，创新包括开发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使用新原
料以及创建新组织。创新是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我国李克强总理(2014)也指出：要在全国形成“万
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摆在高校教师和相关科研机构面前的
首要课题。近年来，用人单位也把创新能力视为优秀员工的必备素质之一。因此，创新能力就成为硕士
研究生就业的关键，如何培养这种能力便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2. 目前我国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应该更多的结合社会的综合需求，体现就业市场对高学历人才的要求。目前，高校会计
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2.1. 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下降，导致其在研究机构、高校等单位几乎无任何就业优势
近年来，一方面，社会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对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提
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在各种教学资源没有同步增长的情
况下，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势必影响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培养质量。另一方面，
会计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导致硕士研究生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已经失去了竞争
优势，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更多的选择企业。

2.2. 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还无法适应就业部门的需求
由于我国大多数院校长期以来的专业课程设置更加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以
及方法论的课程，阻碍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1]。另外，到目前为止，还有相当多的
培养单位对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的授课仍采用与本科教学相同的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仍
然占有主体地位，学生仍处在被动接受的局面，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第
三，有部分学生从进校开始，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参加注册会计师等各种考试方面，占去学生相当多的时
间和精力，使学生没有足够的精力读书和写文章，也很少关注社会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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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当前我国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策在于两方面，其一是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必须满足社会对高级会计人才能力素质的要求；其二是必须结合学校特色，突显鼓励创新。

3.1. 培养模式应能适应社会对高级会计人才创新能力的要求
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绝大部分不会进行博士深造，更多地是进入用人单位参加实际工作，高校等培养
单位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模式以适应“万众创新”背景下社会对高级会计人才的需求。从而提高会
计学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能力。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社会对高级会计人才能力素质的要求具体有哪些呢？根据 IFAC (国际会计
师联合会)对高级会计人才的必备条件的规定，高级会计人才应具备知识、技能、职业观这三种技能，而
创新能力贯穿在知识、技能之中，可见创新能力是高级会计人才的必备素质。创新能力贯穿于会计职业
的全过程。
尽管我国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能够培养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点众多，不同的学位点有不同的培
养目标。然而，北京服装学院是我国唯一公办的以服装命名的高等学府，在培养会计师学硕士研究生方
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
服装行业、首都经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相应的，北京服装学院会计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
实用性、创新性、国际性和通用性的高层次会计人才为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努力使研究生
教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匹配、与时代需求相一致。

3.2. 以创新为主线构建北京服装学院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3.2.1. 以创新为主线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
根据学校的特色树立明确的培养目标，是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北京服装学院
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学术型会计学硕士研究生，但实际上我校培养的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绝大部分最终还是
走向了社会，成为会计从业人员，只有个别学生选择继续读博深造。因此，虽然我校并未设置专业型会
计学硕士研究生，但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需要改变目前的培养模式过于单一，理论多实践少的局面，
侧重培养学生适应首都经济发展和服装、文化创意产业的需要，精通会计、财务、审计理论，并能运用
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必然需要更加强调对学生创新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及领导能力
的培养，强化学生进入社会工作所需要的综合素质。
3.2.2. 以创新为主线引入集体培养模式
建立以导师个人指导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引入有利于发挥学术群体智慧的培养机
制，避免目前存在的学徒式研究生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第一导师负责制下的导师组指导制度中，
导师组成员来自我校各相关专业的教师，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专业优势[2]。这样，既利于发挥导师各自的
优势，对研究生课程、科研训练、实践能力的培养分别进行负责和督促，又给予学生自主选择性，有利
于满足学生对交叉学科及其它感兴趣学科的探索需求，并且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应该
邀请部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有丰富的财务经验的专家为学生讲授有关实务知识、对学生进行相
关指导，并为学生提供更多进行实习的场所，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2.3. 以创新为主线完善课程设置
目前，我校虽然培养的是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但我们并不是博士生的前期阶段，更多的学生毕业后
将走向社会成为高层次会计专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因此应适当加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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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课程、方法论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3]，如，增加“会计与财务研究方法论”、“实证财务”等课
程。通过实践课程锻炼学生的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通过方法论课程培养学生创新性研究能
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教学安排上，适当增加以学生自我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活动，通过这些
活动，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积极思考的学习习惯。同时鼓励会计专业
的学生到其他学院和学校选修课程，比如可以到本校的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到外校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选修相关课程，拓宽自身知识的广度，弥补知识结构上的不足，为
日后创新性开展工作做好准备。
3.2.4. 以创新为主线改变授课方式
教师的授课不建议选择固定的教材，应该根据授课内容来组织教案，教案应该紧跟时代步伐，不断
更新，以适应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知识的需求。在课堂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对不理解的问题及时提问，与
学生随时进行讨论，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不同的观点，让学生带着批判的心态去学习知识。另外，在课
程教学过程中导师应更多地使用一些专题研究项目，这些项目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激发学生的研究能
力和创新热情[4]。同时，要求学生积极参加跨专业、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或者学校提供的研究生创新项目，
以加强研究生的学术交流与团队合作能力。如果条件允许，还要给研究生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到国
内外高校访学、参加学术会议等，使他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合作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3.2.5. 以创新为主线建立健全评价体系
在研究生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中，不仅应对学生的学业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更要科学评估教师的
教学质量。
1) 学生学业评价。依据社会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要求来确定我校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考核
评价方式。对于我校会计学硕士研究生，评价的目标主要是学生是否已基本具备独立科研及创新能力、
是否已基本具备真正从事会计、审计、财务等工作的各项能力；指标体系主要是硕士学习期间在学术期
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及质量、硕士毕业论文质量、实践环节完成情况、参加学术会议情况等内容。评价
方法是导师组综合评价及论文答辩，要求学生必须遵循学术的规范撰写论文，并体现一定的创新性。
2) 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在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估中，应该更加重视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增加学生评
价结果在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借鉴我校本科生教学的质量评价方法，对于年轻教师评价次数可以多
一些，如一个学年一次，而对于一些责任心非常强的，授课效果好的老教师可以考虑三年评价一次。评
价的方法可以多种形式，如座谈会、问卷调查、网上评价均可，关键是不能流于形式。可以将课程设计
是否合理、理论是否熟练、授课方法是否合理、手段是否先进等作为评价的主要内容，注重对教师评价
的客观性、全面性与公正性。评估结果应注意剔除少数不爱学习的学生对教师的不公平评价，使评估结
论更加客观、真实。
3.2.6. 以创新为主线加强导师培训
导师对于培养优秀的硕士研究生、提升办学水平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导师要努力把握研究生教育规
律，提高培养质量和水平。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学有着鲜明的区别，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是培养研究
生的前提，“研究新问题、创造新方法、发掘新知识”是提升硕士研究生能力的关键。导师作为硕士研
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不仅要给予学生学术指导，还要培养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在生活上、就业问
题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导师应具备的能力包括学术把握能力、经费申请能力、校企合作能力、导师合作
能力和指导学生能力等。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的兴趣，树立信心并正视存在的问题，
带领学生在创新研究过程中取得突破和收获。但目前我们的硕士生导师的整体素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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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学校采取有力措施，对导师进行培训。一放面，鼓励等多的导师走出校门，以访问学者的形式到国
内外高校进行访学，学习兄弟院校先进的授课和研究经验，并接触学科前沿，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第
二，鼓励导师到企事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兼职，寻找更多的机会接触并解决实际问题，增加实践经
验，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4. 结语
作为培养会计学硕士研究生这种高级会计人才的高校，为适应“万众创新”背景下对人才的需求，
必须紧跟时代、社会的步伐，借鉴国外培养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的有益成果，并将其本土化，为我国所用。
不断对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以提高会计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尽快疏通会计人才供求
双方的联系渠道，培养出社会急需的高端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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