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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安徽财经大学和新西兰梅西大学

2+2中外双学士学位和3+1+商学硕士合作项

目招生简章

让家长放心的 专业贴心的国外服务  

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学生将置身于一个友好、热情而
且极为尊重中国文化的氛围里学习和生活。梅西大学
的工作人员会协助学生到达梅西大学之后的生活学习
管理。学习支持中心定期举行座谈会，提供额外（免
费）的英语写作及专业课辅导、专业的选课帮助、专
业的就业辅导和研究生学习的咨询，帮助学生培养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实践技能。。 

• 国际学生服务中心即可办理学生签证续签手续，程
序简单；

• 在北帕默斯顿凭学生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方便
快捷；

• 大学健身中心设备先进，收费合理（年费约为700
元人民币）；

• 大学医疗中心对学生开放，并提供下班时段紧急服
务；

• 大学校园内建有大量学生宿舍，设施齐全，环境安
全温馨。

Massey Business School

#1 Finance Programme in New Zealand

#1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in New Zealand

#1 Communication Programme in New Zealand

•	 Over	200	academic	and	100	professional	staff	
•	 Over	5,350	equivalent	full-time	students	enrolled	(over	

18,000	for	university)	
•	 World-leading	research	strengths	in	agrifood	business,	

financial	servic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and	citizenship

报名时间和方式

安徽财经大学阶段常年招生，先报名先面试，满额为
止。

梅西大学阶段每年分春秋两季入学

7月入学：当年4月底之前报名

2月入学：前一年10月底之前报名

部分国际项目学生发展 

• 孙语洋,梅西-安财留学项目， 2016到达梅西学
习，并进而到澳洲墨尔本大學继续深造。

• 毛一然，梅西-东北师大项目学生， 2018到达梅西
学习， 现在梅西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张婷，梅西- 福建师范大学项目学生, 2018到达梅
西学习, 并进而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继续深造。

• 李希平，梅西-厦门大学项目学生，2013到达梅西
学习，获得梅西大学博士生奖学金（每年25,000新
西兰元，共三年）， 现任教于厦门集美大学。



项目历程

2015 年：中国安徽财经大学与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签署了2+2双学士学位学生交流项目，拉开了安
徽财经大学与新西兰第一大商学院的合作序幕。继2017年又签
署了3+1+商学硕士学位合作项目协议， 从而使两所高校合作
更深更广。

2020 年：安徽财经大学累计派出近十人次学生参加梅西大学
的出国培训合作项目，完成本科学习后，毕业生可选择继续在
梅西大学或海外知名大学深造，最终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5 年行 行更远：安徽财经大学和梅西大学出国合作项目创建
多年，拥有良好稳定的教学管理团队。梅西大学和安徽财经大
学同仁们5年来尽心尽力地为项目学生提供帮助，在帮助学生
实现其学术和个人目标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过去5年里
梅西大学与安徽财经大学项目合作的丰硕成果，为两校未来深
化国际合作增添了信心。

国际排名和认证国际排名和认证
新西兰 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榜综合指数全球第7，教育排名新西兰 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榜综合指数全球第7，教育排名
全球第10。（英国智库  Legatum institute通过教育、经全球第10。（英国智库  Legatum institute通过教育、经
济、企业家和机遇、政府监管、个人自由、社会资本这6个指济、企业家和机遇、政府监管、个人自由、社会资本这6个指
标来考核并给出评分指数及排序)( 标来考核并给出评分指数及排序)( https://www.prosperity.com/
globe/new-zealand)

梅西大学 新西兰最大的公立综合性大学之一, 在校学生人数梅西大学 新西兰最大的公立综合性大学之一, 在校学生人数
超过35,000人。跻身于全球3%顶尖大学之列。超过35,000人。跻身于全球3%顶尖大学之列。商学院商学院 新西兰
最大的商学院之一，商科学生人数超过13,000人。跻身于全球
2%顶尖商学院之列。

商学院 新西兰最大的商学院之一，商科学生人数超过13,000商学院 新西兰最大的商学院之一，商科学生人数超过13,000
人。跻身于全球2%顶尖商学院之列。人。跻身于全球2%顶尖商学院之列。

梅西大学商学院的部分国际认证梅西大学商学院的部分国际认证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	(AACSB)	（
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是一个于1916年在美国创建、针对世界
各管理学学院认证的非政府组织，核心任务是推动全球管理教
育品质的认证）

Association	of	MBAs	(AMBA)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世界三
大商学教育认证组织之一，全球最具权威的管理教育认证体系
之一）CFA	Program	Partner	of	CFA	Institute	(注册金融分析师，也
称为特许金融分析师， 它是证券投资与管理界的一种职业资
格称号，由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学院”发起成立)

CFA	Program	Partner	of	CFA	Institute		
（注册金融分析师，也称为特许金融分析师， 它是证券投资
与管理界的一种职业资格称号，由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学
院”发起成立）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IMA)（
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创始成
员之一）

金融学专业排名 金融学专业排名 
上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行榜新西兰大学中排名第1

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全球前150-200名

研究水平在亚太地区170所大学中位居第12位，在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大学中排名前5位，在所有新西兰大学中排名第1

经济学专业排名 经济学专业排名 
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全球前200-250名

项目信息

2+2中外双学士学位项目2+2中外双学士学位项目
• 学习模式：2+2（国内安徽财经大学学习2年，国外梅西大

学学习2年）

• 招生专业：金融学 经济学 地产学 应用经济学 理财学 会
计学 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

• 招生对象：安徽财经大学在读经济管理类学经济管理类学生

• 国外费用：学费约28000纽币/年(实际收费以梅西大学官方网
站公布为准），为吸引更多品学兼优的安徽财经大学学生来
梅西留学，安徽财经大学学生将享受15%的学费减免【仅适用
于在梅西大学就读 240学分的商学学士学位，不包括新西兰
商品服务税(GST)以及学生必须支付的非梅西学费之费用】， 
生活费约12000纽币/年 （1纽币=4.3人民币）

• 授予学位：梅西大学本科学位和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学位

• 深造方向：在梅西大学读完本科后可继续申请攻读梅西大
学研究生及博士生，或申请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等国家继续深造。

新学生每年2月和7月都可在梅西大学开始学习，学制非常灵活。另

外，学生可以在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选择上暑期课程。

3+1+180学分商学硕士项目3+1+180学分商学硕士项目
• 学习模式：3+1+180 学分 （国内安徽财经大学学习3年本

科生课程，国外梅西大学学习1年本科生课程， 然后直接
进入梅西大学的1.5年商学硕士课程）

• 招生专业：金融学 经济学 管理学 商学金融学 

• 招生对象：安徽财经大学在读经济管理类学经济管理类学生

• 国外费用：本科生课程学费约28000纽币/年(实际收费以梅西
大学官方网站公布为准），为吸引更多品学兼优的安徽财经
大学学生来梅西留学，安徽财经大学学生将享受15%的学费减
免【仅适用于在梅西大学就读120学分的本科课程及180学分
的商学硕士学位课程，不包括新西兰商品服务税(GST)以及学
生必须支付的非梅西学费之费用】， 生活费约12000纽币/年 
（1纽币=4.3人民币）

• 授予学位：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学位和梅西大学硕士学位

• 深造方向：在梅西大学读完本科后可继续申请攻读梅西大
学研究生及博士生，或申请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等国家继续深造。

新学生每年2月和7月都可在梅西大学开始学习，学制非常灵活。另
外，学生可以在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选择上暑期课程。

3+1+240学分商学硕士项目3+1+240学分商学硕士项目
• 学习模式：3+1+240学分 （国内安徽财经大学学习3年本科课

程，国外梅西大学学习1年本科生课程， 然后直接进入梅西
大学的2年商学硕士课程）

• 招生专业：专业金融会计学

• 招生对象：安徽财经大学在读经济管理类学经济管理类学生

• 国外费用：本科生课程学费约28000纽币/年(实际收费以梅西
大学官方网站公布为准），为吸引更多品学兼优的安徽财经
大学学生来梅西留学，安徽财经大学学生将享受15%的学费
减免【仅适用于在梅西大学就读 120学分的本科课程及 240
学分的商学硕士学位课程，不包括新西兰商品服务税(GST)以
及学生必须支付的非梅西学费之费用】， 生活费约12000纽
币/年 （1纽币=4.3人民币）

• 授予学位：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学位和梅西大学硕士学位

• 深造方向：在梅西大学读完本科后可继续申请攻读梅西大
学研究生及博士生，或申请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等国家继续深造。

新学生每年2月和7月都可在梅西大学开始学习，学制非常灵
活。另外，学生可以在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选择上暑期课程。

我们的优势

让学生信任的 国内外的优良教学质量  

安徽财经大学配备优秀中外教师团队。梅西大学商
学院的教师大多毕业于名校，教学科研水平卓著。
梅西大学部分教师直接参与到项目学生在国内的教
学，很好的帮助了学生提前适应在国外的学习。 

Martin Young 教授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金
融与投资学专家，博士生导师，曾
任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
梅西-安徽财经大学项目创建者

Martin Berka 教授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经
济与贸易学专家，博士生导师，现
任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

Hamish Anderson 教授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荣获新西兰全国高等学
府优秀教师奖。

Ben Marshall 教授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晋级MSA慈善信托基金教
授奖，他的研究论文在国际论文网
站SSRN上排名前1％。

Graham Squires 教授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地
产业投资专家，博士生导师，现任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

David Tripe  教授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银
行理财业专家，博士生导师，曾任
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

梅西大学入学条件

2+2双学士学位项目2+2双学士学位项目
• 进入梅西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具体要求是：在安

徽财经大学通过所有的相关专业课程；学术类雅
思考试达到平均6.0分，单项不低于5.5分。如果
学生在进入联合培养项目梅西阶段前没有达到雅
思考试要求，雅思成绩每项达到5.0以上的学生可
以申请到梅西大学学习本科生进阶英语课程。通
过本科生进阶英语课程的学生可以直接攻读商学
学士学位课程，无需再考雅思。梅西大学的进阶
英语课程不仅教授英语，还教授学生如何适应国
外大学独立自主的学习方法。安徽财经大学学生
如果在本科阶段平均成绩达到B-且学术类雅思考
试成绩达到平均6.5分，单项不低于6分，可以直
接申请读梅西大学的商学硕士课程，毕业后就可
以拿到梅西大学的商学硕士学位。

3+1+180学分和3+1+240学分商学硕3+1+180学分和3+1+240学分商学硕
士项目士项目
• 学生前三年在安徽财经大学学习，符合申请条

件，经安徽财经大学批准后，选送到梅西商学
院学习。进入梅西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具体要
求是：在安徽财经大学通过所有的相关专业课
程，学术类雅思考试达到平均6.0分，单项不低
于5.5分。如果学生在进入留学阶段前没有达到
雅思考试要求，雅思成绩每项达到5.0以上的学
生可以申请到梅西大学学习本科生进阶英语课
程。通过本科生进阶英语课程的学生可以直接
攻读梅西大学的本科课程，无需再考雅思。梅
西大学的进阶英语课程不仅教授英语，还教授
学生如何适应国外大学独立自主的学习方法。

• 在梅西大学第一年学习期间，修满8门课程，成
绩合格，可获得梅西大学毕业证(以梅西公布的
最新学历条例为准)及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学位。
合格的学生在获得安徽财经大学学位后，即顺
利完成安徽财经大学三年学习和梅西大学第一
年学习平均成绩达到B-且学术类雅思考试成绩
达到平均6.5分，单项不低于6分，可以直接申
请读梅西大学的商学硕士课程，毕业后就可以
拿到梅西大学的商学硕士学位。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荣洁茹老师（安徽财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荣洁茹老师（安徽财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rongjieru@foxmail.com Phone:0552-3179536rongjieru@foxmail.com Phone:0552-3179536

张子前老师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交流中
心）120081642@aufe.edu.cn; Phone:0552-3179536

程蓉老师（梅西大学）R.Cheng@massey.ac.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