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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教学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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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长寄语 

亲爱的同学们： 

高考的硝烟已经散去，你们是这个人生转折点的胜利者，祝贺你们。掸掸灰尘，你们又要踏上

新的征途，这个征途注定将不平坦，因为大学四年将是你们改变人生的 后一次机会。 

我非常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共同的大家庭，萨里国际学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萨里国际学

院积淀了中国传统文化、英国精英教育和美国实用主义三层思想的叠加与扣合，严谨与自由并重，

热烈与冷静并存。在这里，你们将聆听来自全球十几个不同国家的中外教师的授道与解惑，也将与

国际级大师进行辨答和交流；在这里，你们可以释放你们全部的才华，我们对你们的青春不设边界。 

在你们步入砺金楼，开始你们的大学生活之时，你们需要用四年的时间为你们的人生做好各种

准备。特别的，我希望你们准备好两个工具包。一个是熟悉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另一个是掌握一

项文体活动。 

中国历史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它塑造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国度。

如果你只听说过百家争鸣，而不知道稷下学宫；如果你只碎片化地背过《论语》，而从未完整地读过

《中庸》；如果你只去过故宫，却不曾到过成贤街的国子监，那么你真要重新拿起书补补课了。因为

如果一个外国人问你，中国 值得参观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我担心你的回答还不及导游。如果

我让你向外国人讲述中国文化的三个代表性象征，我担心你们都选择了长城、故宫和兵马俑。再如

果你请外国朋友喝茶，你如何诠释茶叶背后的儒释道精神？ 

欧洲历史也是你们的必修课。你们面对着一群文化迥异的西方教师。他们与我们在价值观、历

史观和社会观方面存在很多差异。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就是文化冲突。你们仅仅高喊着口号和愤青

式的呐喊是无法说服他们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式，如果你读过凯伦•阿姆斯

特朗的《轴心时代》，如果你能时时关注雅虎英文的深度报道，你才能以彼之道服彼之心，你才能获

得他们的尊重和认可。 

文体活动是我特别建议的，因为这将是陪伴你们一生的唯一财富。如果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如果你跑跳投掷件件皆晓，你将成为萨里国际学院里 耀眼的明星。我之所以推崇文体活动，是因

为它能教会你如何面对人生的输赢和得失。身材发福，略有谢顶的川普，曾是“纽约 好的棒球手”；

刚刚卸任的王石早已经从登山改为了划赛艇。如果你自认为天分不够，能力不足，那你现在就去读

读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我相信你一定能在大连完成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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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对于刚刚相见的你们，似乎还有很多话没有絮叨完。但我相信，聪明的你们一

定已经开始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准备行囊。在未来的四年里，萨里将全力以赴，只为守候着你们。 

 

 

                                                     

史达教授、博士 

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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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院与学校简介 

2.1 学院简介 

2.1.1 学院概况 

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由东北财经大学与英国萨里大学合作设立，于 2007 年 8 月获得教育

部批准，是一所拥有东北财经大学及萨里大学的学士学位、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学院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坐落在东北财经大学主校区内，目前在校生 1300 余

人。 

学院设有工商管理、旅游管理、财务管理三个本科专业，以及企业管理（商务智能方向）全日

制学术硕士研究生专业。学院以“人文精神与专业素养并重，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管

理人才，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智力支持”为自己的办学使命，按照商学院的国际标准构建人才培养

模式。目前，学院已在全国 19 个省级行政区实现了本科第一批次招生。经过多年不断的探索与实践，

学院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和重要成果。2011 年 2 月，萨里国

际学院工商管理、旅游管理和财务管理专业获得了 AACSB 认证。2012 年 3 月，学院在教育部组织

的中外合作办学试点评估中取得了优异成绩。2012 年 11 月，学院接受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

（QAA）的现场评估，获得评估专家的一致好评。2014 年 8 月，学院联合全国九家非独立法人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发起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院长联席会”。2015 年 3 月，萨里国际学院被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授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研究基地”。2015 年 4 月，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一行访问东

北财经大学并参观了萨里国际学院，对学院的教学安排、学生成长与关怀、学业支持等各项工作的

开展给予高度评价。2015 年 10 月，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结果发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向通

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的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颁发证书，萨里国际学院是全国第一家

参与并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2015 年 11 月， 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指导下完成的《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报告》获得了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教

育部袁贵仁部长、郝平副部长等领导的重要批示或签阅。2016 年 10 月，萨里国际学院顺利通过教

育部本科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评估。 

2.1.2 师资队伍 

目前，学院共有中外籍教师共计 45 人，其中包括萨里大学长期派驻全职教师 8 人。这一规模的

全职国际化师资队伍在同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并不多见。学院也聘请东北财经大学的其他学院优

秀教师作为兼职教师为学院开设部分通识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约占总体教师数的三分之一。目前专

兼职教师总数约为 100 人，生师比达到 1:15。 

    在专职教师队伍中，从教师国籍看，外籍教师 30 人；中籍教师 15 人，且全部具有海外留

学背景；从授课领域看，专业教师 28 人；语言教师 17 人；专业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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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总人数的 87%。多数专业课教师毕业于包括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英国杜伦大学和悉尼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 

    引进美国大学体制中“终身教职”制度（Tenure），设立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高级

讲师及讲师等教师级别，在规定期限内达到科研与教学要求的教师方可申请终身教职。院聘的中外

籍教师采用统一的职称评聘标准和竞聘方式，学院通过科研成果、教学水平和学院服务等三个方面

对教师进行全面地考核和评聘。 

2.1.3 教学管理与学习支持 

 建立严格的学习过程考核体系 

在第一学年，学院从学术英语能力、专业学习技能和人文道德素养三个方面考核学生的继续学

习资格。要求所有升入第二学年学习的学生，其英文能力必须达到能够在全英文环境学习的水平；

学院在第二和第三学年开设全英文授课的专业核心课程，采用撰写案例分析论文和小组研讨展示等

多种方式不断地考核学生理解和灵活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在第四学年，学院重点考核学生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能力以及学术论文的质量，达到学院学术要求的学生将获得学位授予资格。 

 注重学生学习体验，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 

学院在教学中秉承“以学生为中心，全面提升学生体验”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小班型、互动式、

侧重过程考核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综合素养、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注

重学生学习体验，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 

 全面构建学业支持体系，全力促进学生学业成长 

为促使学生在学业上全面发展并迅速成长，成为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萨

里国际学院比照国际质量保证标准构建了包括学业指导、英语支持、留学指导、职业发展与校友中

心、以及图书馆在内的学业支持体系。该体系将在大学四年内为学生提供各类学业支持，全方位、

多角度地保证学生在学业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并使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感受和体验。 

（1）学业指导 

通过提供学习技能支持和学业咨询服务来促进学生的学业成长。学院开设统计分析软件使用、

文献综述写作、参考文献格式使用、口头报告技巧、文献搜索软件使用等一系列的支持类课程帮助

学生提高学习技能。学院配有指导教师，采取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的方式，帮助不同需求层次的学

生解决在学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选择等方面存在的疑惑。 

（2）英语支持 

学院配备了 20 多名多文化背景的外籍语言教师，他们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且具有本科以上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学位及 2 年或 2 年以上从教经验。

通过实行 Tutor 制度，学院面向学生开展 “一对一”英语辅导和专题讲座等支持项目，差异化地为学

生提供有效的英语学习帮助，强化学生英文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 

（3）留学指导 

学院留学指导中心收集、整合 有效的留学指导信息，搭建国际交流项目，提供 1v1 留学申请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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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指导服务，给予学生留学申请建议，为学生提供更多海外深造、交流交换的机会，实现留学梦想。 

（4）职业发展与校友服务 

学院已与汇丰银行、中国银行、东软集团、可口可乐、香格里拉酒店集团、英特尔半导体（大

连）有限公司、IBM 全球营销中心（大连）等 4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协议，为学生

搭建更广阔的校内外实践平台；配有生涯规划专职教师，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咨询与就业指导。同

时致力于校友服务，建立校友与校友间、校友与母校间的沟通平台。 

（5）图书馆 

图书馆旨在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和特色学习场所，目前总藏书 10591 册，其中外文藏书 6633 册。

阅览区提供经济学、管理学、英语学习、时事类等中英文杂志、中英文报纸共 38 种，方便师生了解

国内外的 新资讯、学科发展的 新趋势。 

2.1.4 校园文化 

以学生为中心，以爱为本，体现尊重与平等，追求梦想与超越是我院学生工作的理念与目标。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坚持以爱为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实施情感教育，做

到以情待人、以情感人、以情暖人、以情育人，让学生在感动中健康成长，在快乐中发展成才；坚

持尊重与平等，突出管理与教育相结合、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注重尊重学生人格、注重尊重学生个

性、注重尊重学生权益，构建全面、立体的育人模式。在文化建设上，通过搭建具有我院特色的活

动平台，涵养学生“大气、感恩、凝聚、超越”的精神品质，养成完整人格、培养学生作为社会公

民应有的道德与责任。迎新季，以爱的教育开端，开展“SURREY U BUDDY”活动，以“SURRE

Y U, SURREY ME,SURREY 爱”为主旨，老生牵手新生，传承爱与互助的精神；涵雅读书节、国

际文化节以及文体艺术节，三节一体，学生通过组织和参加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精彩纷呈的文化

活动以及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涵养学识、开阔视野、感受文化、增强体魄、锻造意志、凝聚团队、

收获爱与友谊； 毕业季，重以感恩教育收尾，邀请毕业生家长到校参加活动，共同见证学生成长。

在团队建设上，大力推进学习之风、读书之风和社团之风建设，致力于打造高素质学生团队。勇于

拼搏与超越的萨里学生在学研、文体竞赛以及公益行动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13 级罗罡同

学囊括了 CCTV 希望之星、21 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各类国家级大赛奖项；2014 级王莫冉和

孙天阳同学获得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立项；2014 级李明慧、赵涵和李思琪

同学在 2016 年度全国青年商战模拟大赛中获得全国三等奖；2015 级 3 班团支部被评为 2016 年全国

高校“活力团支部”；星海农民工子弟小学支教项目和“小海豚”自闭症儿童关爱行动均荣获国家“芙

蓉学子·榜样力量”公益行动奖；院运动队、舞蹈队以及各球队不但多次获得各类校级比赛冠军，

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大气昂扬的团队风貌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赞誉。 

2.1.5 毕业就业 

学院设有就业与校友办公室，负责全院学生的就业工作、实习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活动以

及校友相关工作。就业与校友办公室下设职业发展中心与校友中心，职业发展中心将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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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教育、求职技能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相结合，积极开展普适性与个性化的就业

指导与服务，现已形成相对系统的职业规划咨询与就业指导体系。目前我院共有九届毕业生三

千余人，整体就业率超过 96%。 

学院通过大量系统的职业发展指导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培养职业素养和求

职能力。毕业生就业质量较高，目前选择直接就业的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金融、快消、互联网、

旅游等行业。单位包括：汇丰银行、摩根史坦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NBA（中国）、宝洁（中

国）、苹果（中国）、摩根史坦利、拜尔斯道夫、雀巢、强生、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迅雷、

安永、普华永道、惠普、迪奥、喜达屋酒店管理集团、迪士尼（上海）、中国移动、华润、万达、

万科、首都机场等世界 500 强及国内外知名企业。 

近半数毕业生选择到海内外知名高校进行深造，如：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纽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

分校、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萨里大学、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

澳洲国立大学、瑞士酒店管理学院、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毕业后选择继续攻读国内研究生的同学也考取了国内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如：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 

学院职业发展中心为学生搭建创业平台与实践教育基地，向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创业指导

等服务。在全国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中，学院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立项数量连续四年名列

前茅。此外，“Break Time”咖啡厅、 “鹿屿时光纪念品店”等多个学生创业与实践项目和学生

创业社团在锻炼学生商业思维，培养学生商业领袖气质方面成果显著。学院多位毕业生在

毕业后选择直接创业，创业的领域包括：互联网、餐饮娱乐、媒体及广告业等。 

2011-2019 届部分毕业生去向 

 职场先锋 
姓  名 年  级 专  业 工作单位 
冯  某 2011 届 工商管理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陈  某 2011 届 工商管理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邹  某 2011 届 工商管理 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 
王  某 2012 届 工商管理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王  某 2012 届 工商管理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王某某 2012 届 工商管理 花旗软件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吴某某 2012 届 信息管理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李  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倪某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渣打银行 
许某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李某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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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级 专  业 工作单位 
吴  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江  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花旗银行 
李某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陈  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上海普陀区国税局 
李  某 2014 届 旅游管理 汇丰银行 
余某某 2014 届 旅游管理 英国移民局 
杨  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南  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摩根史坦利（中国） 
王  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阿里巴巴 
毛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迪奥集团（中国） 
舒  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苹果（中国） 
雷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华为科技有限公司 
孟某某 2015 届 旅游管理 万科 
张某某 2015 届 旅游管理 雀巢（北京） 
陈  某 2015 届 旅游管理 喜达屋酒店管理集团 
张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汇丰银行 
李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李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迅雷 
王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百度 
罗  某 2017 届 工商管理 NBA（中国） 
田  某 2017 届 工商管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边  某 2017 届 工商管理 百度 
夏某某 2017 届 旅游管理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柴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李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普华永道个人税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骆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马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王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毕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崔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苏宁易购 
高  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格力电器 
付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京东 
阎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字节跳动 
杨某某 2019 届 旅游管理 德硕管理咨询 

 
  学海骄子 

姓  名 年  级 专  业 考取院校 
刘  某 2011 届 工商管理 耶鲁大学 
陈  某 2011 届 工商管理 杜伦大学 
蔡某某 2012 届 工商管理 牛津大学 
汤某某 2012 届 旅游管理 牛津大学 
姜某某 2012 届 旅游管理 普渡大学 
王  某 2012 届 旅游管理 普渡大学 
张  某 2012 届 旅游管理 北京大学 
李  某 2012 届 信息管理 北京大学 
王某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乔治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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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级 专  业 考取院校 
郑某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王  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帝国理工学院 
胡某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尚  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闫某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香港大学 
范某某 2013 届 工商管理 香港理工大学 
安  某 2013 届 旅游管理 康奈尔大学 
王某某 2013 届 旅游管理 乔治华盛顿大学 
赖某某 2013 届 旅游管理 香港中文大学 
董某某 2013 届 信息管理 香港大学 
姚某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朱某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南洋理工大学 
韩  某 2014 届 工商管理 墨尔本大学 
朱某某 2014 届 旅游管理 澳洲国立大学 
葛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哥伦比亚大学 
马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哥伦比亚大学 

胡某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杜兰大学 
陈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帝国理工学院 
杜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谷某某 2015 届 工商管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贯某某 2015 届 旅游管理 曼彻斯特大学 
张某某 2015 届 旅游管理 伯明翰大学 
冯某某 2015 届 旅游管理 格拉斯哥大学 
董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赵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南洋理工大学 
苏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程  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香港科技大学 
朱某某 2016 届 工商管理 爱丁堡大学 
光某某 2017 届 工商管理 哥伦比亚大学 
周某某 2017 届 工商管理 纽约大学 
程某某 2017 届 工商管理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王某某 2017 届 旅游管理 乔治华盛顿大学 
杨某某 2017 届 工商管理 北京大学 
张某某 2017 届 旅游管理 清华大学 
陈  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帝国理工学院 
刘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帝国理工学院 
刘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帝国理工学院 
秦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帝国理工学院 
崔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刘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康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姜某某 2018 届 工商管理 爱丁堡大学 
虞某某 2018 届 旅游管理 纽约大学 
张某某 2018 届 旅游管理 纽约大学 
周某某 2018 届 旅游管理 纽约大学 
田某某 2018 届 旅游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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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级 专  业 考取院校 
何某某 2018 届 旅游管理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江  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南洋理工大学 
甘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帝国理工学院 
昂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申某某 2019 届 工商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谭  某 2019 届 旅游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胡某某 2019 届 旅游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 

 

2.2 双方大学简介 

2.2.1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以“培育卓越财经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是一所突出经济学、管理

学优势和特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财经大学。学校坐落于美

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总占地 650204.9 平方米,有全日制在校生 1.6 余万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 9482

人，研究生 6793 人。学校坚持“引育用相结合、老中青全覆盖、各岗位人才全面发展”的人才工作

方针，现有全职教职工 18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824 人，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5 人、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人选 4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成员 3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 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3 人、国

家级教学名师 3 人，并通过海外院长（中心主任）、特聘教授（研究员）、客座教授等形式，柔性

引进高水平人才 17 人。多年来，学校着力推进精致东财建设，学科专业追求精品，教学科研和管理

服务追求精益，师资队伍追求精锐，人才培养追求卓越，将环境育人理念贯穿校园建设始终，多次

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和大连市人民政府评为“绿化先进单位”“优秀花园式单位”“绿色大学”等称

号。 

东北财经大学坚持学科引领战略，是辽宁省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在现有各学科中，财政学、

产业经济学、会计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及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的“国家级特色重点学科”，数量经济

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

经济学 6 个一级学科入选为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学科 A 类。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我校应用经济学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2%-5%行列；工商管理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5%-10%

行列；统计学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5%-10%行列；管理科学与工程评估结果为 B+，进入全国 1

0%-20%行列。 

学校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 5 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 6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下设 42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 16 个）；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和新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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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学 10 个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 73 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

置 18 个）；有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审计、法律、翻译、新闻与传

播、汉语国际教育、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工程管理 16 个类别的全日制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在 20 个领域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MBA）项目曾在国务院学位办组

织的全国 MBA 教学评估中排名第二，学校是全国财经院校第一所正式开办公共管理专业学位（MP

A）的高校，是全国 19 个试点开办会计专业学位（MPAcc）的单位之一。在教育部首次专业学位水

平评估中，我校工商管理、会计专业学位进入全国 A 类行列。 

学校现有 40 个本科专业，其中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财政学、统计学、税务、保险学、

工程管理、旅游管理等 9 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工商管理、金融学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统计学、工程管理、旅游管理、

物流管理等 10 个专业为辽宁省示范（特色）专业。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经济统计学、旅游

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保险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等 10 个本科专业入选辽宁省首批

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入选专业数量居辽宁省属高校首位。 

此外，学校还有成人教育、网络教育两种非全日制普通本科教育形式，学校是教育部首批继续

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网络教育 68 个试点单位之一、10 个首批评估单位之一。 

东北财经大学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

观，培养具有优良品德、人文情怀、科学素养、国际视野，富有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卓越财经人才。学校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及获得提名论文数量在全国

财经高校中居于前列，在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建设中获批国家级教学名师 3 人、国家级教学团

队 5 个、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5 项、国家级特色专业 9 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 个、国

家级精品课程 11 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 3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0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

公开课 1 门、教育部来华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3 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成果数量在全国

财经高校居于前列。本科专业在全国各省份均为一批次招生，其中有 24 个专业按 9 个专业类招生，

多年来录取分数连年居于辽宁省前 3 名、东北三省前 5 名。 

东北财经大学坚持基础研究要前沿、应用研究要管用的“顶天立地”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方针。

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财政部共建基地 1 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1

个，与地方政府共建的自贸区研究院 1 个，其他省级以上重点研究机构及科研平台 17 个（包括辽宁

省协同创新中心 1 个、辽宁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9 个，辽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2 个，省级

其他类别重点研究机构 5 个），校级科研机构 40 个，有辽宁省省级创新团队 16 个，初步建立了以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协同创新中心以及部省共建试点基地为代表的智库新模式。学校出

版社是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国家一级出版社。《财经问题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CS

SCI（2019-2020）来源期刊，《东北财经大学学报》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扩展期刊。 

多年来，学校以高水平科研成果为导向，密切结合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时追踪经

济改革的前沿和动态，积极服务地方、区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研成果质量显著提升，科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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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断涌现。自 2009 以来学校连续 10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数量名列辽宁省高校前

列。学校是省内较早推动高校智库建设的高校，承担了一大批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决策咨询项目，

部分决策咨询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可操作性对策建议得到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批示，相关资政建议较

好地转化为管理者的决策或方案。 

东北财经大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始实质性国际交流，于 1994 年启动中外合作办学，并逐

步形成“高标准、国际化”的办学思路。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学校系统引进国外先进的大

学教学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校内外和国内外的教学资源，逐步实现教学语言国际化、教材选用国际

化、课程体系国际化、学生来源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教学管理方式国际化，并不断发展实施

交换学生项目、师资交换项目，开发国际合作科研平台，提升国际化办学质量与水平，在国际交流

合作的广度、宽度、深度上逐步提高。 

学校有 1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萨里国际学院开展“留学不出国”的全日制本科与研究生教

育。有 6 个分别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澳大利亚科廷大学、英国厄尔斯特大学合作的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与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合作开展的境外办学项目是我国首批在美国境内向美国大学生授予

中国大学文凭的境外办学项目。建立了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长短期汉语、商务

汉语进修非学历教育在内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与美国南缅因州立大学、荷兰南方应用科技

大学、斯洛伐克马杰伊贝尔大学分别建有孔子学院。截至目前，学校与世界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4

所高等院校、8 个国际机构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其中 50 余所大学开展着长期稳定的

交往合作。 

学校是国内首家参与并获得“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的高校，牵头构建了中英合作办学联盟，

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孔子学院奖学金的接收院校，是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

大学项目合作伙伴，会计学专业通过全球三大会计师公会之一的澳洲会计师公会（CPA Australia）

的全面认证，萨里国际学院工商管理、旅游管理、财务管理三个双学位专业获得国际商学院协会 A

ACSB 认证。 

学校有国内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研究基地，建有孔子学院绩效评价与财务管理研修基地，相

关研究成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要批示。 

 遵循“博学济世”校训，坚持人才强校、学科引领、质量提升、国际化、特色发展五大发展战

略，东北财经大学正向着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突出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发展目标迈

进。 

2.2.2 萨里大学 

萨里大学位于英国伦敦市郊的吉尔福德，于 1966 年由英女王批准正式建校。目前拥有 50 个本

科专业，在校学生达 14400 余人，拥有约 2300 位专业教师。萨里大学在 新公布的 2018 年英国《卫

报》全英大学排名中位居第十，其优势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在 2019 年英国《卫报》全英大学排名

第五，并在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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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大学是一所优秀的科研教学型大学，萨里大学管理学院是英国 15 所被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认证的管理学院之一。萨里大学管理学院也是英国第一家兼获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和世界旅游组织（UNWTO）认证的管理学院。 

萨里大学重视创新性研究及教学课程改革，确保萨里大学对学生的教育与当前工业、商业对人

才的需求相一致，使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能够快速适应工作环境，学以致用。萨里大学毕业生连

续十余年就业率排在英国大学首位，2015 年萨里大学本科生就业率达到 95%。 

TIPS: 英国萨里大学的官网地址为：http://www.surrey.ac.uk/，想要了解更多，可

移步网站查看。 

2.3 教研室与教务部门简介 

2.3.1 工商管理专业教研室  

 班楠楠博士，高级讲师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国际贸易学硕士。主讲货币银行、国际市场营销、国际金融、金融

学、证券投资学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民币国际化、自由贸易区等。现为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

际学院教师。 

 Dr. Gary Rivers, 副教授 

西澳大利亚大学高等教育市场营销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副院长（AOS）。主要

负责萨里大学双学位项目及英语学习中心。 

 Dr. Humberto Gumeta，讲师  

英国剑桥大学管理学博士，曾就职于墨西哥财政部和经济部。曾在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学院，韩

国国立庆尚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现任萨里国际学院双学位工商管理专业课教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分析、设计和信息管理系统，主要教授创业管理等课程。 

 Dr. Jashim Khan，讲师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市场营销学博士，曾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和梅西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

为市场营销与消费者行为。现任萨里国际学院双学位工商管理专业课教师，主要教授课程为市场营

销。 

 Mr.Peter Bittler，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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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路德维希应用科技大学硕士。在德国、新加坡以及中国从事多年企业管理工作。工作领域

涉及市场营销、 管理培训、管理咨询、国际项目管理等。多年来，于欧亚多所高等院校教授企业管

理类专业课程。自 2016 年起在萨里国际学院教授市场营销类课程。 

 曲毅博士，高级讲师 

英国约克大学管理学博士，现就职于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教授的科目包括国际商务、

跨文化比较与管理、管理研究方法、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跨国企业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制

度、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绩效等领域。 

 程雨桥博士，讲师 

美国休斯敦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主要教授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等课程。 

 Dr. Raymond Edgar Cairo，讲师 

伦敦经济学院博士，现任萨里国际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双学位专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

政治经济贸易，企业战略联盟和国际贸易。主要教授国际商业战略、商业道德等课程。 

 史侃博士，讲师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旅游管理博士。现执教于东北财经大学萨里

国际学院，主要教授课程为公司财务管理、金融管理等。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性发展研究及可预见性

股票市场回报。 

 单雅雯，助教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硕士学位，任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研究方

法、会计学、创业方法与实践等课程助教。 

 汤登朝，高级讲师 

美国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 USA）管理学硕士，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学士。曾在台湾侨

光科技大学、台中市政府劳工大学等教育机构任教，主讲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曾担任广

州奇亚公司中国办公室营运经理、美国华龙国际（台中）董事长特别助理、美国CUNA Mutual Insurance 

Society 台湾业务负责人等职，具有丰富的实践管理经验和管理学教学经历。 

 Dr. Vivi Maltezous，讲师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分析，国际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等。现任萨里国际学院双学位工商管理专业课教师，主要教授课程为领导力管理。 

 朱华博士，副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Netherland）做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现执教于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主要讲授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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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管理学和跨国公司管理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跨国公司治理和国际经济。 

2.3.2 旅游管理专业教研室 

 Dr. An Soyoung，助理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娱乐，公园与旅游管理博士。曾在美国德克萨

斯农工大学担任研究助理和休闲与旅游方向课程的专业教师。现为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助理

教授。教授国际旅游目的地，旅游规划，可持续性旅游等课程。研究方向涉及游客行为研究，旅游

市场探究，以及旅游规划与政策等领域。 

 Dr. Samrat Hazra，讲师 

    英国伯恩茅斯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博士。曾在伦敦丘吉尔学院、蒙特罗斯管理科学学院任

职。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酒店管理。现任现任萨里国际学院双学位旅游管理专业课教师，主要教授课

程为旅游战略管理。 

 黄敏峰博士，高级讲师  

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博士。现为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讲师。

教授旅游基础导论，旅游学研究方法，旅游业发展趋势与问题等课程。研究方向涉及奇趣旅游，冒

险旅游，以及居民休闲等领域。 

 Dr. Simon Kimber，讲师 

    英国萨里大学博士，曾在英国萨里、伯明翰等大学任教，在招待业、节事管理和旅游管理教学

方面拥有超过 10 年的教学经验。现为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教师，主要教授节事管理、旅游管

理以及休闲管理等课程。 

 梁春媚博士， 副教授 

    日本福冈亚洲都市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理论与产业政策、接待业营销。

在国际旅游市场开发、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东北亚旅游发展为其主要研究领域。主要教授旅游经济

学、旅游企业营销实务、英文旅游学术文献选读、旅游企业战略管理等课程。 

 石芳芳博士, 助理教授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旅游学博士，英国高等研究院成员。曾在英国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商学院任国际商务与旅游专业讲师，2008 年加入萨里国际学院，教授旅游政策与

发展、国际旅游目的地、消费者行为等课程。研究方向涉及宗教旅游、景区管理、旅游发展、纪念

品、旅游发展、教育国际化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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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John Neil Scott，讲师  

杜伦大学能源政策博士，曾在壳牌公司、普华永道等担任高级经理，为多家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服务。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与贸易。现任萨里国际学院双学位旅游管理专业课教师，主要教授

课程为旅游管理咨询。 

 Dr. Jungho Suh, 讲师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博士。博士研究有关社交网路口碑对目的地行

销的影响。研究兴趣相关领域：社交媒体营销，共享经济研究，目的地品牌，目的地营销，实验设

计，招待业行销。参与过美国农业部国家食品和农业研究所特种作物研究计画资助的北方葡萄项目，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组织，马德里，西班牙）韩国文化，体育和旅游部，韩国首尔市政

府和首尔发展研究所合作开展若干研究项目，与首尔发展研究所和韩国文化，体育和旅游部合作开

发旅游营销相关研究项目的概念模型和总体规划，参与协和酒店企业公司客户服务报告。现为东北

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助理教授。教授服务管理，招待业导论，旅游研究方法等课程。 

 何畅，助教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硕士。现为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助教，负责旅游管理专业的学业

支持和学生辅导工作。担任旅游管理专业基础导论，会展管理，可持续性旅游等课程的助教。研究

方向为奇趣旅游，节事管理等领域。 

2.3.3 经济金融教研室 

 Dr. Patrick Cheung，高级讲师 

    香港教育大学（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博士。曾在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及

澳门从事商业资讯科技及大学管理工作, 如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澳门大学等等。另外也曾在香港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会计课程。在萨里国际学院教授财务管理和财务会计。其主要研究方向为

罗序分析，量表的研制与验证和跨文化适应压力。  

 贺欣博士，助理教授 

教研室主任 

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USA）博士。曾在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任教，

教授高级宏观经济学、金融学、投资理论、随机过程等课程。在萨里国际学院教授微观经济学、宏

观金融、金融市场与机构、跨文化比较与管理、商务与经济数学、商务与经济统计等课程。其主要

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与金融、银行学、国际金融。 

 梁欣荣博士，讲师 

南澳大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博士。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三级候选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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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和美国担任股票分析, 资产管理和管理家族公司工作。在萨里国际学院教授宏观金融学和国

际金融学，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股利，行为金融和卖空。 

 史达博士，教授 

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政府中青年决策咨询专家。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荣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作为访问学者，曾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学从事合作教学与研究。 

 佟姣博士，讲师 

日本南山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在萨里国际学院教授宏观金融、证券与期货等课程。 

 赵旭，助教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国际商务硕士，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Queensland, Australia）管理学硕士。曾在悉尼大学担任会计学助教。现为东北

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教师，教授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等课程。 

2.3.4 学术英语教研室 

学术英语教研室开设 10 门英语必修课程。同时，学术英语教研室设有英语学习支持中心(Student 

Support Centre)、 “一对一”辅导室、英语辅导小组和英语兴趣小组等支持类项目为学生的英语学习提

供支持与帮助。中心内配备了近 20 多名有英语文化背景的教师，中心内开设的支持类项目旨在提高

学生英文口头表达能力，英文书面写作能力和英文综合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国际化的思维。教研室

内还建立了包括英文原版图书、杂志在内的英语学习资料数据库，学生可以通过“自助式学习”的方

式获取自己感兴趣的英文学习资料，不断提高英语技能。 

  Mr. Addam Brock Goldman, 

在美国长滩州立大学（Long Beach State University）取得理学学士，并在美国长滩州立大学取得

教育证书。 

  Dr. Charity C. Campbell 

在科罗纳多技术大学（Colorado Technical University）取得管理学博士。 获得科罗纳多技术大

学（Colorado Technical University）RODC 证书，TEFL/TESOL 证书以及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

HUB 证书。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Ms. Cheryl Ann Taylor 

在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取得教育文学学士学位及英语文学教育证书。具有 5

年教学经验，曾任南非 SABIS 国际学校英语教师；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口语教师等职务。获得由开普

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颁发的学术领导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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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John M. Whalen 

在科罗纳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获得对外英语教学硕士学位，在里士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ichmond）获得跨学科研究学士学位。获得科罗纳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TESOL 证书。具有 6 年的工作经验，并且有丰富的语言能力。 

 Mr. Jordan N. Powell 

在得克萨斯理工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取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取得历 

史学学士学位。具有 3 年的教学经验，同时拥有多方面的工作经历。 

 Mr. Joseph Gray Bailey 

在圣迈克尔学院（St. Michale’s College）取得对外英语硕士学位，在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取得文学学士学位。获得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颁发的 CELTA 证书，阿肯色

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的 SASA 证书，有丰富的海外留学和志愿者经历。 

 Mr. Hing Lun Lau  

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取得经济贸易学士学位。具有 12 年教学经验，

曾任暑假夏令营英语教师及夏令营的组织者等职务。 

 Mr. Ian Michael Stephen James 

    在英国布鲁克斯牛津大学 (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取得学士学位，并获得剑桥颁发的剑桥成

人英语教学证书 （CELTA）和开放和远程学习质量委员会颁发的 CTEFL 证书。具有 8 年教学经历，

教学经验丰富。 

 Ms. Laura Jean McNabb 

在加拿大奥古斯塔纳大学 (  Augustana University ）取得艺术英语学士学位，并继续在加拿大

神学院(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 学习取得宗教教育硕士学位，后又在英国莱斯特大学

(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取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并于学习期间取得莱斯特大学颁发的 TESOL

高级证书以及国际教育中心颁发的 TEFL 证书。具有 17 年丰富的任教经验，曾于韩国启明大学和阿

联酋迪拜高等技术学院任英语教师职务。 

 刘颖 （Ms. Wendy Liu） 

在大连海事大学获得计算机英语硕士学位。曾在大连软件园担任高级项目经理；曾在美国经点

科技担任大连研发中心总经理。 

  Mr. Spencer Wareen 

在澳大利亚维也纳技术大学取得了国际环境技术的理科硕士学位。具有 TEFL 的资格证书。曾

在广州理工学院的 IEC 担任商务英语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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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Tara Sloman 

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取得了对外英语教学学士学位，有丰富的

培训经历，具有长达 12 年的教学经历。 

  Dr. Vasileios Batziakas 

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获得语言话语与交际博士学位，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获得对外英语教学硕士学位。曾获得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Best Member of Staff 

称号，温州肯恩大学 Outstanding Student Research Advisement 一等奖。在希腊、英国、中国等多地

有着 8 年的教学经验。 

 王胜男 ( Ms. Wendy Wang) 

在东北财经大学获得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曾在东北财经大学跨境教育研究中心

担任英语教师等职务。 

 Mr. Yoann Colange 

在爱尔兰斯利哥理工学院（IT Sligo）取得商学学士和国际营销商业学士。曾任三峡大学英语教

师等职。 

 赵硕（Mr. Shuo Zhao）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取得对外英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曾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教师工作，参与多个课题研究，,有着丰富的对外英语教学经验。 

 周姝 （ Ms.Serena Zhou）  

学术英语教研室助理主任 

在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UK）取得对外英语教育（TESOL）硕士学位，在首都师

范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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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萨里国际学院专业教师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国籍 职称&职务 学历 毕业院校 联系方式 

1 班楠楠 中国 高级讲师 博士 东北财经大学 bannannan@ dufe.edu.cn 

2 程雨桥 中国 讲师 博士 University of Houston chengyuqiao@ dufe.edu.cn 

3 Gary James Rivers 英国 副教授，副院长 博士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g.rivers@surrey.ac.uk 

4 Humberto Gumeta 墨西哥 讲师 博士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gumeta@surrey.ac.uk 

5 Jashim Khan 新西兰 讲师 博士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a.khan@surrey.ac.uk 

6 Peter Bittler 德国 讲师 硕士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Vorarlberg 
peter.bittler@dufe.edu.cn 

7 曲毅 中国 高级讲师 博士 University of York quyijerry@dufe.edu.cn,  

8 
Raymond Edgar 

Cairo 荷兰
讲师，双学位项目

主任 
博士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r.cairo@surrey.ac.uk 

9 史侃 中国 讲师 博士 Griffith University Kan.shi@surrey.ac.uk 

10 单雅雯 中国 助教 硕士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shanyawen@dufe.edu.cn 

11 汤登朝 
中国台

湾 
高级讲师 硕士 Cambridge College tangdengchao@dufe.edu.cn 

12 Vivi Malterzous 希腊 讲师 博士 Lancaster University v.maltezou@surrey.ac.uk 

13 朱华 中国 副教授 博士 东北财经大学 zhuhua@dufe.edu.cn 

14 An Soyoung 韩国 助理教授 博士 Texas A&M University soyoungan@dufe.edu.cn 

15 Samrat Hazra 英国 讲师 博士 Bournemouth University s.hazra@surrey.ac.uk 

16 黄敏峰 
中国台

湾 
高级讲师 博士 Aberystwyth University huagnmingfeng@dufe.edu.cn 

17 Simon Kimber 英国 讲师 博士 University of Surrey s.kimber@surrey.ac.uk 

18 梁春媚 中国 副教授 博士 东北财经大学 chunmeidufe@126.com 

19 石芳芳 中国 助理教授 博士 University of Surrey fangfang.shi@dufe.edu.cn 

20 John Neil Scott 英国 讲师，双学位项目主任 博士 Durham University jn.scott@surrey.ac.uk 

21 Jungho Suh 韩国 讲师 博士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junghosuh@dufe.edu.cn 

22 何畅 中国 助教 硕士 东北财经大学 hechang@dufe.edu.cn 

23 Patrick Cheung 
中国香

港 
高级讲师 博士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trickcheungdufe@dufe.edu.cn

25 贺欣 中国
助理教授，经济金融教

研室主任 
博士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exin@dufe.edu.cn 

26 梁欣荣 美国 讲师 博士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wayneleung@dufe.edu.cn 

27 史达 中国 教授 博士 东北财经大学 shidadufe@126.com 

28 佟姣 中国 讲师 博士 NANZAN University tongjiao@dufe.edu.cn 

29 赵旭 中国 助教 硕士 University of Sydney zhaoxu86@dufe.edu.cn 

 

附：萨里国际学院语言教师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国籍 职称&职务 学历 毕业院校 联系方式 

1 AddamBrock Goldman 美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Long Beach State a_goldman@dufe.edu.cn 

2 Cheryl Ann Taylor 南非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at124@dufe.edu.cn 

3 Charity C. Campbell 美国 英语语言教师 博士
Colorado Technical 

University 
ccampbell85@dufe.edu.cn 

4 John M. Whalen 美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jwhalen@dufe.edu.cn 

5 Jordan N. Powell 美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Texas Tech University   jorpowel25@dufe.edu.cn 

6 Hing Lun Lau (B) 
加拿

大 
英语语言教师 学士 Concordia University blau@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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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国籍 职称&职务 学历 毕业院校 联系方式 

7 
Ian Michael Stephen 

James   英国 英语语言教师 学士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ianjames@dufe.edu.cn 

8 Joseph Gray Bailey 美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St. Michale’s College josephbailey@dufe.edu.cn 

9 Laura Jean McNabb 
加拿

大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laura_m@dufe.edu.cn 

10 Tara Sloman 英国 英语语言教师 学士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slomantara@dufe.edu.cn     

11 刘颖（Wendy Liu） 中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大连海事大学 wendyliu@dufe.edu.cn 

12 Vasileios Batziakas 希腊 英语语言教师 博士 King’s College London bill.batziakas@dufe.edu.c 

13 Spencer Warren 美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Vienna Technical  sjwarren@dufe.edu.cn 

14 王胜男（Wendy Wang） 中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东北财经大学 wangshengnan@dufe.edu.cn 

15 Yoann Colange 法国 英语语言教师 学士 IT Sligo y_colange@dufe.edu.cn 

16 赵硕（Shuo Zhao） 中国 英语语言教师 硕士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huozhao@dufe.edu.cn 

17 周姝（Serena Zhou） 中国 助理主任 硕士 Durham University zhoushu@dufe.edu.cn 

2.3.5 教务办公室 

萨里国际学院教务办公室是在院长和主管教学副院长领导下主管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职能部

门，相关人员所辖职责范围如下： 

工作负责人 工作职责 联系我们 

刘芳 
部门负责人。统筹安排教务办公室整体工作；具体负责双学位资格

审核及录取、注册、转学等工作；与萨里大学联络，沟通教学管理

问题。 

84710005-8301 

liufang@dufe.edu.cn 

高程程 
教务秘书，负责编排课表（含双学位），组织并指导学生重修、选课，

负责学籍异动，调停课。 

84710005-8303 

gaochengcheng@dufe.edu.cn 

尹涛 
教务秘书，负责组织各类考试、课程换选，进行成绩管理，教材预

订和发放。 

84710005-8304 

yintao@dufe.edu.cn 

王文妍 
教务秘书，主要负责各类教学检查和质量保障、毕业论文撰写及答

辩、毕业资格审核。 

84710005-8306 

wangwenyan@dufe.edu.cn 

时晓佳 
教务秘书，负责研究生教学管理，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各类教学支持、

教学发展活动和教室借用。 

84710005-8305 

shixiaojia@dufe.edu.cn 

课程、考试、论文等教学管理信息，将通过学院网站通知公告、萨里教务办公室微信公众号、

砺金楼公告栏通知等方式多渠道发布，请同学们予以关注。 

办公地点：砺金楼 213 室 

办公电话：0411-84710005 

办公时间：周一到周五 8：00-11：30 ；13：00-17：00   

 

萨里教务办公室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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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  

 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官网地址：http://jwc.dufe.edu.cn/Index.html。学生可通过登录网站查

询 新通知、动态公告，也可下载所需资料。此外，学生还可通过点击左上角的“综合教务”

中的“学生窗口”端口，进行选课与课程重修等操作。具体操作方式以教务处相关通知为准。 

 教务处教学管理科负责学校的教学运行管理。办公地点：梓楠楼 227、229、231、234 办公

室；办公电话：84713022、84710418、84710313、84713033。 

 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科负责学校的考试管理。办公地点：梓楠楼 219 办公室；办公电话：

84713223、84710316。 

TIPS: 教务处老师的办公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 8:00-11:30，下午 13:00-17:00。各位

同学可在规定时间内，咨询相关方面的事宜哦！ 

2.4 教务信息查询与咨询 

2.4.1 学院官网 

萨里国际学院官方网址为：http://www.surrey.dufe.edu.cn/，在这里，你可以查询到： 

 日常的教学管理信息与通知，会被公布在学院官网—“院内通知”一栏；点击 More,可以查看

之前发布的通知与信息。 

 有关学院教学管理方面的规定与信息，可点击官网上方的“教学管理”一栏进行查询。 

“教学管理”栏目下有职能介绍、委员会、教务管理三个下属模块。其中包含了东财校历、教

务规章制度、委员会介绍等各类信息，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信息查询与资料下载。 

2.4.2 学院公告栏 

教务办公室会在萨里国际学院一楼公告栏发布重要通知。学生需注意查看公告栏中的 新通知

与信息。 

2.4.3 信息咨询 

专业教研室及其他教学部门所辖范围及联系方式，可参见本册 2.3 “教研室与教务部门简介”。 

学生如在学习中存在意见或疑问，可到学院教务办公室（砺金楼 213 室）填写《学生来访登记

表》或发送邮件到公共邮箱（sii_registry@dufe.edu.cn）进行咨询，教务办公室的老师会针对不同问

题及时与相关负责人联系，给予学生合理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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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模式 

3.1 培养目标 

办学使命：人文精神与专业素养并重，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管理人才，为企业管理实

践提供智力支持。 

院训：兼容并蓄 睿思敏行 

总体培养目标的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化思维”的培养目标。学院通过开设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西方文化的课程，建设国

际化师资和国际化学生队伍，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英语，融汇贯通中西方文化，形成国际化思维。 

第二，“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学院通过沿承英国萨里大学成熟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

吸取“英式教育”的经验，将“应试教育”转变为“英式教育”，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

团队合作，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不断创新的能力。 

第三，“实用知识与技能”的培养目标。学院以市场为导向，使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学生就业

与市场，尤其跨国公司等用人单位的需求紧密结合，使学生掌握用人单位 看重的、且具有很强实

用价值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3.2 教育模式 

Dual Degree Education – One Programme, Two Degrees 

The Surre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is primarily designed to provide students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but further adds options for qualifying students to transfer to the UK and complete part of their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Regardless of the route chosen, students who have successfully 

qualified for entry into,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 dual degree programme will be issued with degrees 

from both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and DUFE. This is likely to be advantageous to you by using your 

Surrey UK qualification for entry into such things as overseas postgraduate studies, working overseas or for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Likewise, it would likely be best to use your DUFE 

qualification if seeking government posts, postgraduate entry into a Chinese university or seeking 

employment with national or local firms.  

At present, SII offers three business programmes, including: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IBM), 

(2)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ITM), and (3)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he diagram below shows the study pathways by year and locations (China or England). All students enter 

SII and complete both the common first year of study (see yellow Box A1 below) and the second year of 

business studies (Box A2). Qualified students can then choose to study at either SII-DUFE or Surrey in the 

UK for their third and fourth years: possible choices and routes include – Box A3+A4 or A3+B2 or B1+A4 

or B1+B2. Your selection will depend on such things as learning and personal goals,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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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ffordability, for instance. There may be other factors you will consider, such as work experience. 

However, it is recommended you seek advice from y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on choosing your pathway of 

study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your programme. 

 

 

1. Dual Degree Admission Criteria 

During your first common year you will undertake different classes, which we refer to as modules. Thes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pecific areas of teaching and include: (1) compulsory Social Studies, (2) core 

English language modules, (3) core business modules, and (4) other optional modules. You will need to 

successfully pass these modules, as defined by DUFE. However, the ten English language core modules 

have specific requirements, as requi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namely,  

You must 

(1) Pass Academic Writing 1 & 2 modules, each with a mark of 65% or higher and 

(2) Pass all other core English language modules each with a mark of 60% or higher and 

(3) Achieve an average score of 70% or higher across the ten core English language 

modules 

As SII students will undertake these modules as part of their programmes then 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as 

specified above) they will move into the dual degree programmes. Re-sits and re-takes of failed modules 

will be provided to students in line with DUFE academic policies. 

It is possible that students who fail the above English language criteria could undertake an IELTS test and 

this too would be acceptable to mee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s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for entry 

into a dual degree programme when obtaining the following standards:  

 IELTS Score of Overall 6.5, Writing 6.0 and Listening, Reading and Speaking t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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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 1st Year 

The common first year is likely to be very challenging to students, as you adjust to a broad range of new 

teaching areas and within a university context. To help you adjust, SII will provide an induction course 

when you arrive at DUFE and this will continue over several weeks. On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you will 

then understand how things work within a university and what you will need to do as you begin your 

classes. Please understand that all staff and teachers within SII are here to help you succeed and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then let us know and we will assist you. 

As mentioned above, the first-year modul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areas and the table below shows the 

main three areas: Social Studies, English Language and core Business modules. In addition, there will be a 

large list of optional modules provided by the SII Registry Office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freshmen) to 

choose from. You will need to accumulate a total of 12 credits from defined optional modules during your 

total course of study, but beginning in year one.。 

 

NOTE: All programme contents, modules, sequence of modules and related entry criteria are subject to 
change, as determined by DUFE and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Years 2 to 4. 

After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your common first year, and meet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students may progress into their business major part of the programme. At this point, according to DUFE 

policies, the top 20% of SII students may be able to change their course majors. For example, if you are 

registe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programme then you could choose to move into either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or Accounting and Finance programme. The remaining 80% of SII 

students must continue in their assigned programmes.   

During this second year of study, studen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8 University of Surrey modules as part of 

your programme major. At the same time, you will finish your Social Studies classes, any required DUFE 

core business modules and other DUFE optional modules to fulfil the DUFE credit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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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en undertaking any University of Surrey modules that SII students will need to 

comply with University of Surrey regulations, codes and policies. Accordingly, an induction programme 

will be provided to all stud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second year to ensure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The final two years concentrate on your business majors and, as explained above, offers qualified  

students choices studying in China or England for all or part of this time (one year in each destination, for 

instanc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students who transfer to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that they will need to 

follow the programme, as delivered on the home campus. Further, if students transfer to Surrey’s home 

campus for their third year of study (referred to as the UK’s FHEQ Level 5) then they may apply and 

compete for an additional one-ye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Year (PTY) programme, where they will be 

placed with a company and received both training and full pay. Of course, this does extend the length of 

your programme to five years. If you don’t choose or win this option, then you continue your last two years 

and complete your programme within four years.   

Those who remain in China at SII-DUFE, will follow the programme that is adapted to Chinese 

universities’ semester timeframes and, in the final year, reorganised to incorporate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in the final semester.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seek employment and/or provide time to prepare for Chinese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entry tests. 

2. Programme Majors Overview 

Next, the programme majors are explained. All students entering SII-DUFE from 2019 onwards will be 

registered into one of three programmes: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2)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or (3) Accounting and Finance. 

（1）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BSc (Hons)  

From the Surrey Business School (SBS), University of Surrey 

Why choose this course? 

At Surrey Business School (SBS), we are renowned for our world-class research,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trong industry links. Our B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course offers a large 

choice of elective modules for those transferring to the home campus and gives you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our globalised economy and how organisations of all sizes start, run and thriv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Limited SBS optional courses may apply at SII but a broad range of other DUFE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compliment this programme. As a student of Surrey Business School and SII, you will also get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real businesses and gain entrepreneurial and life skills that will allow you to 

accelerate your innovative thinking into practice, opening up a wide range of career opportunities. 

What you will study 

You will study organisations, their management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operate, giving 

you a comprehensive business management education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deal if you have a 

global outlook and international aspirations. You’ll get an overview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cluding emerging markets, globalisation, the role of trust, and comparin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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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usiness environme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s well as building an understand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their strategies, you will explore how ‘local’ companies compete against global players. You 

will also build a fundamental skills base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businesses operate.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practice – from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to marketing, operations 

and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 you will be brought face-to-fac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managing people, 

finances, operations and customers. 

SBS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in the UK 

BSc (Hons) -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Accredited by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BSc (Hons) - Institute of Expor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OEIT) 

This programme is accr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Expor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cademic year structure 

The academic year is divided into two semesters. At SII in China, these are 20 weeks each and for students 

transferr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England they follow two 15-week semesters.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ces reflect student workloads, organisation of module delivery and internship 

arrangements which may vary at the two campuses - DUFE and Stag Hill. Despite these arrangement 

differences, you will still complete the full British degree and related credits and equally meet DUFE’s 

credit requirements for your Chinese degree.   

Each semester consists of a period of teaching, revision/directed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Surrey Modules 

Modules listed are indicative, reflecting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Please note 

that optional modules may be subject to teaching availability, student demand and/or class size caps. 

The Surrey module credit framework for all taught programmes based on a 15-credit tariff. All Surrey 

taught modules are 15 credits. Project modules and dissertation modules can be either 15, 30, 45 or 60 

credits. 

Please note: If there is an option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cement as part of your course you can view the 

full module listing for this on the relevant programme specification. 

The structure of our programmes follows clear educational aims that are tailored to each programme. These 

are all outlined in the programme specifications which include further details such as the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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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ll programme contents, modules, sequence of modules and related entry criteria are subject to 

change, as determined by DUFE and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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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Structure at SII 

In your second year of study at SII (at Surrey this is called FHEQ Level 4), all students will complete the 

same compulsory modules and full credit requirements as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For students continuing to study at SII for their third and fourth years of study (FHEQ Level 5 & Level 6, 

respectively), you will similarly complete all compulsory modules, as required on the UK home campus, 

but will have less optional Surrey modules in those years. However, you will still have the same full credit 

requirements and need to choose modules from the provided selections.  

What you will have at SII, unlike students in the UK, is additional DUFE optional modules to compliment 

this programme and a class-free last semester, where you can undertake an internship while completing 

your Surrey dissertation or other prescribed research project.    

Programme Structure for Students Transferring to University of Surrey – Years 3 & 4 

After completing two years at SII, you may choose to study one or two year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As mentioned abov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remaining at SII or transferring to Surrey in the 

UK is that in the final two years you will have more Surrey optional modules from which to choose from, 

but within the same credit limits.  

For example, in your third year 3 and the 2nd semester you need to complete three compulsory modules and 

then choose one optional module - a total of four modules in that semester. In the UK at Surrey you would 

choose the 1 optional model from a list of 8 choices.  In comparison, at SII you also have to choose 1 

optional module but from a list of 3 choices. That is the main difference in that semester and between the 

two study locations. 

In the fourth year of study in the UK you will complete 5 compulsory modules and need three optional 

modules. In Semester 1, you will choose 2 options from 5 choices and in Semester 2, you will choose one 

option from a choice of 10. In SII you would have the same core modules plus a whole year dissertation/ 

research project. This means that at SII you can take on an internship but in the UK you would need to 

attend classes. This reorganisation of the final year at SII dovetails into the local employment norms for 

internship placements but still ensures you complete the required credits for your Surrey degree. Students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differences when deciding where to study for their final year so they can better 

match their next steps for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or postgraduate study ambitions. 

Graduates Employment Profile 

The latest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Business School in the UK were hired by Accenture, 

Fujitsu, JPMorgan Chase, Martha Group, Samsung and Aldi Group.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raduates in the job market, the Business School of Surrey University designed courses 

based on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the market and the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tudents. 

Graduates of Surrey Business School have a good employment rate. Many graduates work for Accenture, 

Hannas Headhunters, Martha Group and Panasonic Group. 

The tracking of SII graduate destinations (n=406) in 2018 fou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71%) 

proceed to overseas postgraduate studies, with the UK being to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 (48%). Another 30 

students (7%) sought Chinese graduate schools. Of the remaining students who sought employmen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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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 three sectors of employment were finance (22%), 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 (19%)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16%) and included the following companies, amongst others: 

ICBC,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Bank of China,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hina Merchant Bank,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SBC, Sony, Qunar.com, PWC, EY, KPMG and Shanghai Property Exchange.      

（2）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 from the 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urrey 

Why choose this course? 

Surrey is one of the UK’s top universities for events,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transport, ranked top 3 in the 

UK by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0 and top 10 in The Times and The Sunday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 2019. We are also ranked in the top 10 for hospitality and leisure management in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and 5th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in the Shanghai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2018. 

We have an outstanding global reputation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We were the first ever University to 

receive the Tourism Society Award and the first in the UK to receive UNWTO TedQual certification. 

Our BSc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course draws on this wealth of experience, helping you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ourism alongside a detailed study of core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rinciples. 

What you will study 

Reflecting the variety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you will be able to choose from a range of optional modules 

alongside compulsory core topics, allowing you to specialise and develop your skills in the areas that are 

most relevant to your interests and future career aspirations. At SII you will have fewer optional modules 

but do have additional DUFE optional modules available to compliment this programme. 

You will be taught by experienced and knowledgeable staff at both locations. All staff in the UK are 

internationally respected experts in their research fields and, similarly staff at SII, staff are either direct 

employees of Surrey or recruited internationally and selected by Surrey and DUFE for employment at 

DUFE, bringing with them international industry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Academic lectures are combined with field trips, site visits and guest lectures from industry professionals, 

providing you with the most up-to-date and relevant education possible. 

Due to our exceptional industry connections, and the relevance of our courses to current challenges in the 

tourism sector, our graduates are equipped to become future strategic leaders of the industry and are 

consequently highly attractive to employers.  

The 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of Surrey University is also the leader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tourism management. As a vibrant and forward-looking college, the 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not only provides students with pioneering majors, but 

also maintains good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in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industry,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ship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high level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goo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has resulted in the 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being famous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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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in the UK 

BSc (Hons) -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Accredited by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Academic Year Structure 

The academic year is divided into two semesters. At SII in China, these are 20 weeks each and for students 

transferr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England they follow two 15-week semesters.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ces reflect student workloads, organisation of module delivery and internship 

arrangements which may vary at the two campuses - DUFE and Stag Hill. Despite these arrangement 

differences you will still complete the full British degree and related credits and equally meet DUFE’s 

credit requirements for your Chinese degree.   

Each semester consists of a period of teaching, revision/directed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Surrey Modules 

Modules listed are indicative, reflecting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Please note 

that optional modules may be subject to teaching availability, student demand and/or class size caps. 

The Surrey module credit framework for all taught programmes based on a 15-credit tariff. All Surrey 

taught modules are 15 credits. Project modules and dissertation modules can be either 15, 30, 45 or 60 

credits. 

Please note: If there is an option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cement as part of your course you can view the 

full module listing for this on the relevant programme specification. 

The structure of our programmes follows clear educational aims that are tailored to each programme. These 

are all outlined in the programme specifications which include further details such as the learning 

outcomes. 

Programme Structure at SII 

In your second year of study at SII (at Surrey this is called FHEQ Level 4), all students will complete the 

same compulsory modules and full credit requirements as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For students continuing to study at SII for their third and fourth years of study (FHEQ Level 5 & Level 6, 

respectively), you will similarly complete all compulsory modules as required on the UK home campus, but 

will have less optional Surrey modules in those years. However, you will still have the same full credit 

requirements and need to choose modules from the provided selections.  

What you will have at SII, unlike students in the UK, is additional DUFE optional modules to compliment 

this programme and a class-free last semester, where you can undertake an internship while completing 

your Surrey dissertation or other prescribed resear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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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ll programme contents, modules, sequence of modules and related entry criteria are subject to 

change, as determined by DUFE and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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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15 credits course includes 150 hours, including teaching, laboratory teaching, group counseling and 

so on. Students will also be assessed in the form of papers or assignments. Teachers will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fully develop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practical talents. 

Programme Structure for Students Transferring to University of Surrey – Years 3 & 4 

After completing two years at SII, you may choose to study one or two year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As mentioned abov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remaining at SII or transferring to Surrey in the 

UK is that in the final two years you will have more Surrey optional modules from which to choose from 

but within the same credit limits.  

For example, in your third year 3 and the 2nd semester you need to complete three compulsory modules and 

then choose one optional module - a total of four modules in that semester. In the UK at Surrey you would 

choose the 1 optional model from a list of 4 choices.  In comparison, at SII you also have to choose 1 

optional module but from a list of 2 choices. That is the main difference in that semester and at the two 

study locations. 

In the fourth year of study in the UK you will complete 3 compulsory modules and a number of optional 

modules – this could be 5 optional (75 credits) or fewer modules but with more credits (that is larger 

modules with more work) but still to the same value of 75 credits. In Semester 1, you will choose 2 options 

from 4 choices and in Semester 2, you will choose 1 option from a choice of 7. In SII you would have the 

same compulsory modules, a choice between two modules or one larger module, plus a whole year 

dissertation/ research project. This arrangement at SII allows you to take on an internship but in the UK you 

would need to attend classes. This reorganisation of the final year at SII dovetails into the local 

employment norms for internship placements but still ensures you complete the required credits for your 

Surrey degree. Students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differences when deciding where to study for their final 

year so they can better match their next steps for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or postgraduate study ambitions. 

Careers and Graduate Prospects 

We offer careers information, advice and guidance to all students whilst studying with us in the UK, which 

is extended to our alumni for three years after leaving the University. There is great demand for our BSc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graduates in all related service sector industries. Graduates of our 

course have proven to be highly employable across a range of organisations, not just within tourism. Some 

of our graduates choose to go into operational management roles,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companies and 

resorts around the world. Others specialise in marketing, human resources, IT and other head office 

positions in large tourism corporations. Many find excellent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tourism consultancy 

businesses. Recent UK tourism graduates have entered employment in roles such as: 

Graduate Management Trainee, Hilton Worldwide 

Product and Commercial Executive, Monarch Travel Group 

Voyage Management Trainee, Grosvenor House JW Marriott Hotel 

HR Coordinator, Sofitel London Heathrow 

Front Desk Management Trainee, Hilton Hotels 

Vita Futura Graduate Management Programme, Marriot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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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Trainee, Lexington Catering 

The tracking of SII graduate destinations in this area of specialisation (n=130) in 2018 fou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77%) proceed to overseas postgraduate studies, with the UK being to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 Six students sought Chinese postgraduate places (5%). Of the remaining students who sought 

employment, the top three sectors of employment wer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29%),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17%) and 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 (13%). Employing companies: Qunar.com, Sony, Air China Limited, Dalian Airlines, PWC, EY. 

（3）Accounting and Finance - From the Surrey Business School (SBS), University of Surrey 

Why choose this course? 

There’s growing demand from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 for qualified accounting and finance 

professional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matc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K’s accounting bodies, allowing 

you to take significant steps towards becoming a qualified accountant, as well as developing skills essential 

for all kinds of business careers. 

What you will study 

You’ll explore the core elements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n detail, through modules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management accounting, auditing, taxati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financial risk. 

Our B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course also delves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business operations – from the 

challenges of managing people, processes and customers, to the way organisations operate within a global 

political, leg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blend of specifi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modules with a wider understanding of business gives you 

both a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the subject and an appreciation of how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heory is applied in business practice.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in the UK 

BSc (Hons) -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Accredit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for the purpose of exemptions 

from some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BSc (Hons) -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Accredited by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BSc (Hons) -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IMA) 

Accredited by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IMA) for the purpose of exemption 

from some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through the Accredited degree accelerated route. 

BSc (Hons) -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Accountancy (CIPFA) 

Accredited by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Accountancy (CIPFA) for the purpose of 

exemption from some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BSc (Hons) -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ICAEW) 

Accr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England and Wales (ICAEW) for the purpose of 

exemption from some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BSc (Hons) -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Scotland (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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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r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Scotland (ICAS) for the purpose of exemption from 

some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Academic year structure 

The academic year is divided into two semesters. At SII in China, these are 20 weeks each and for students 

transferr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England they follow two 15-week semesters.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ces reflect student workloads, organisation of module delivery and internship 

arrangements which may vary at the two campuses - DUFE and Stag Hill. Despite these arrangement 

differences you will still complete the full British degree and related credits and equally meet DUFE’s 

credit requirements for your Chinese degree.   

Each semester consists of a period of teaching, revision/directed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Surrey Modules 

Modules listed are indicative, reflecting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Please note 

that optional modules may be subject to teaching availability, student demand and/or class size caps. 

The Surrey module credit framework for all taught programmes based on a 15-credit tariff. All Surrey 

taught modules are 15 credits. Project modules and dissertation modules can be either 15, 30, 45 or 60 

credits. 

Please note: If there is an option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cement as part of your course you can view the 

full module listing for this on the relevant programme specification. 

The structure of our programmes follows clear educational aims that are tailored to each programme. These 

are all outlined in the programme specifications which include further details such as the learning 

outcomes. 

Programme Structure at SII 

In your second year of study at SII (at Surrey this is called FHEQ Level 4), all students will complete the 

same compulsory modules and full credit requirements as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For students continuing to study at SII for their third and fourth years of study (FHEQ Level 5 & Level 6, 

respectively), you will similarly complete all compulsory modules as required on the UK home campus, but 

will have less optional Surrey modules in those years. However, you will still have the same full credit 

requirements and need to choose modules from the provided selections.  

What you will have at SII, unlike students in the UK, is additional DUFE optional modules to compliment 

this programme and a class-free last semester, where you can undertake an internship while completing 

your Surrey dissertation or other prescribed resear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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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ll programme contents, modules, sequence of modules and related entry criteria are subject to 

change, as determined by DUFE and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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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Structure for Students Transferring to University of Surrey – Years 3 & 4 

After completing two years at SII, you may choose to study one or two year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As mentioned abov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remaining at SII or transferring to Surrey in the 

UK is that in the final two years you will have more Surrey optional modules from which to choose from 

but within the same credit limits.  

For example, in your third year 3 and the 2nd semester you need to complete three compulsory modules and 

then choose one optional module - a total of four modules in that semester. In the UK at Surrey you would 

choose the 1 optional model from a list of 4 choices.  In comparison, at SII you also have to choose 1 

optional module but from a list of 3 choices. That is the main difference in that semester and at the two 

study locations. 

In the fourth year of study in the UK (FHEQ Level 6) you will complete 5 compulsory modules and need 

three option modules or credits to the value of 45. In Semester 1, you will choose 1 option from 3 choices 

and in Semester 2, you will choose two options from a choice of 7. In SII you would have the same core 

modules plus a whole year dissertation/ research project. This means that at SII you can take on an 

internship but in the UK you would need to attend classes. This reorganisation of the final year at SII 

dovetails into the local employment norms for internship placements but still ensures you complete the 

required credits for your Surrey degree. Students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differences when deciding where 

to study for their final year so they can better match their next steps for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or 

postgraduate study ambitions. 

Careers and graduate prospects 

We offer careers information, advice and guidance to all students whilst studying with us in the UK, which 

is extended to our alumni for three years after leaving the University. Surrey Business School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graduate employment and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you get excellen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Graduat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secured roles such as: 

Tax Trainee, Roffe Swayne 

Auditor, Menzies LLP 

Audit Associate, Ernst and Young LLP 

Accountant, KPMG 

Risk Graduate, Lloyds Banking Group 

Analyst, Goldman Sachs 

Trainee Accountant, PwC. 

If you choose to join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bodies that have accredited this course by studying 

in the UK after you graduate, you may receive exemptions from several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giving 

you a head start in achieving a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f you choose to study abroad at SII this may 

impact your ability to claim maximum professional exemptions but will be dependent of the accrediting 

body. 

3. University of Surrey Scholarships 

Each year,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will provide limited partial scholarships to SII-DUFE student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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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second year of studies at SII and desire to transfer to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England. Applicants will need to meet several DUFE requirements but, once satisfied, the top 

20% of applicants will be awarded partial scholarships based on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s. More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to students during their second year of studies.  

4.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SEP) 

Both DUFE and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have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SEP) where selected 

students from either university can exchange on a one-to-one basis within the same programmes offered at 

SII. At present, these opportunities are very rare as placements depend on students com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to SII first. There were three exchanges this yea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providing three opportunities for SII students to go to the UK. The exchanges are only for one semester and 

SII students do not have to pay the higher Surrey tuition cost – only the SII tuition fee during this period.   

Announcements about the programme will be made to SII students when the SEP is open.  

5. Tuition fees 

Once registered in a dual degree programme the location of study has no impact on the degree certificates: 

testamurs issu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and DUFE will be the same, as if you had studied with either 

university on their home campuses. However, the tuition fees do very by location of study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these can change from year to year.  

 When studying at SII-DUFE the tuition fee is 60,000 RMB per school year. 

If transferr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your 3rd and/or 4th year of study, the tuition fees vary according 

to your programme major. To help guide you on costs, in the year 2019 the following prices appl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17,500 GBP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17:500 GDP 

 Accounting & Finance £18,000 

Although it is expensive to study in the UK,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all the teaching 

resour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meet other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al setting. Please be aware that there would be additional costs for such things as 

accommodation and your living expenses. More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to students in their second year of 

study to help assist with fully appreciating the costs of this transfer. However, you may consult with the 

Registry Office at any time on these matters or staff listed below.  

NOTE: the above fe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may vary from time to time. Students are invited to check 

with the SII Registry Office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tuition fees. 

6. Personal tutor 

All taught students are assigned a personal tutor before or at the beginning a programme of study. Personal 

tutors offer support and advice to students in the areas of: 

•  Academic progress 

•  Pastoral/welfare issues 

• Personal/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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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ssessment of Surrey-taught Modules 

Surrey modules are assessed individually and credits are awarded for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each one. 

Assessment takes place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examination and/or coursework, practical examinations 

and reports. Check individual Surrey module information to see full details at a module level. 

8. Contact hours for Surrey Modules 

Contact hours can vary across our modules. Full details of the contact hours for each module are availabl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s module catalogue. See the modules se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Alternatively, at SII, you may seek information from the SII Registry Office or Surrey Programme 

Administrator, as listed below.  

9. Teaching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in the UK received a Gold Award in the recent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TEF), highlighting our excellent teaching. 

On these courses, each 15-credit module involves 150 hours of student work. This time will be spent in 

lectures, computer labs, seminars and tutorials, and includes your own study time, both individual and in 

small groups. 

You’ll also write essays, assignments and projects, individually and in groups, that draw o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operational area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s. You’ll learn how to make a creative proposal for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o expand it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ith strategies, and develop your critical analysis skills by studying up-to-date topic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ur staff members in the UK are innovative in delivering engaging learning sessions that bring together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your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has also appointed some excellent teachers to teach at Surre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All of the current seven dual degree teachers have received doctoral degrees. They graduated 

from credible universities such as Cambridge University, Durham Universit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amongst others. These teachers are recrui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and conditions for the employment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10. If you still have questions? 

If you still have questions about your dual degree or nee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sult any of the 

following staff.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nd provide you with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Dr. Gary Rivers, Dean (Operations), Surre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Lijin Building 

Mrs. Liu Fang, Registrar, Surre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Lijin Building 

Mrs. Lorna Liu, Surrey Programme Administrator, Lijin Building 

Students can send queries directly to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by email: 

Common undergraduate questions: ug-enquiries@surrey.ac.uk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consultation: admissions@surrey.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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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方案 

4.1 2019 级本科工商管理专业 

4.1.1 专业培养目标 

工商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熟悉现代企业管理与运作、掌握丰富财经知识、了解

国内外经济动向、懂得企业国际化相关知识的卓越财经人才为目标。学生应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

能够把所学的财经和管理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和经验，以期毕业后能出国深造或在跨国公司、政府

部门、国内企事业单位或金融机构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4.1.2 专业培养要求 

通过对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使学生达到以下要求： 

1. 爱党爱国，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学校管理制度。 

2. 具有国际化思维与视野，遵守国际商业运行的伦理规范，能准确把握目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全球战略变化，正确认识不同国家的背景和文化的差异性，了解主要国际文化及交往礼仪，尊重不

同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学四年期间，按照规定，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讲座或研讨会。 

3. 在学四年期间，完成对专业类 22 门必修课的修习，掌握现代工商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国

际商务和企业国际化理论等基础知识和国际企业的管理实践、技能和方法，了解我国及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现状、趋势与政策，并完成至少 9 个学分的专业限选课的修习。 

4. 能力要求： 

（1）熟练掌握英语，具备较强的英语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能流利进行口头报告。在学四年期

间完成英语类通识教育必修课且平均分不低于七十分。 

（2）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组织、领导等管理能力。 

（3）建立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企

业实习，能够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和经验。 

（4）具备创业创新精神和持续发展意识，能够与时俱进地在商业领域保持前瞻性。在学四年期

间，积极参与创业创新相关比赛与实践教学课程。 

4.1.3 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实行 4 年的基本学制和 3-6 年的弹性学制。 

凡按教学计划和有关规定，提前修完全部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允许提前毕

业（修业年限不得少于 3 年）。学生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可延长在校学习期限，但不得超过两

年延长期。在弹性学制内学生可以辅修第二专业或攻读校内第二学士学位，也可以休学进行创业活

动或专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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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规定的学制内，修满学分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4.1.4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本专业学生需同时满足东北财经大学和萨里大学毕业要求。其中： 

东北财经大学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55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142学分，课外实践教学为13学分。 

课堂教学设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战略、运营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等主干课程，共

142学分。其中： 

1. 通识教育课程共66学分，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54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12学分。 

2. 专业教育课程共76学分，包括：专业必修课67学分，专业限选课9学分。 

具体课程开设见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4.1.5 实践教学安排及要求 

实践教学为课程实验和毕业论文，学生完成的课程实验应不低于8学分，毕业论文4学分。具体

要求见实践教学一览表。 

4.1.6 毕业论文（设计） 

本专业毕业论文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全英文写作，安排在第八学期。 

4.1.7 工商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工商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一）：通识教育必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4202324 学术写作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14 学术口语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04 学术阅读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294 学术听力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42 专业英语 1 2 26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132 军事理论 2 36  一 武装部  

142021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384 学术写作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74 学术口语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64 学术阅读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54 学术听力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1732 英语专业论文 2 36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222 马克思基本原理 2 36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16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24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实践+1 学分

14060432 法学概论 2 36  四 法学院  

14202252 形势与政策 2 64  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学期 

学分合计 54 通识教育必修课必须修满 5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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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二）：通识教育选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低应修

学分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人文社科模块  1-6 学期  

自然科学模块  1-6 学期  

计算机应用模块 
大学计算机基础类 2 第 1 学期  

数据库与程序设计类  第 2 学期  

外语能力提升模块 
外语语言技能与文化模块  3-4 学期  

外语语言应用模块  5-6 学期  

体育与健康教育模块 

体育项目自选模块  2-4 学期  

健康教育模块  2-6 学期  

心理健康模块  2-6 学期  

数据科学模块 

数学能力提升  1-5 学期  

统计分析方法  1-5 学期  

大数据科学前沿  1-5 学期  

学分合计 12 通识教育选修课应至少修满 12 学分 

 

工商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三）：专业教育必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专
业
基
础
必
修
课 

24130454 会计学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24010464 微观经济学 4 72  三 萨里国际学院  

21090013 统计学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59 Operations Management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68 Financial Accounting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100 Economics, Business & Sustainability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103 Fundamental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73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and Analysis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75 Marketing Principles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89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90 Business Ethics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35 专业基础必修课必须修满 35 学分 

专
业
必
修
课 

34201792 工商管理专业导论 2 28  一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33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65 Finance for Business 1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09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09 Management Accounting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38 Comparative Country Studies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42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309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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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MAN3146 
Global & Contemporar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10 Glob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s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00 International Trade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32 专业必修课必须修满 32 学分 

学分合计 67 专业教育必修课必须修满 67 学分 

 

工商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四）：专业教育选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专
业
限
选
课 

MAN2094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47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Enterprise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093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Science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092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35 Business/Organisational Psychology ♦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10 Consumer Behaviour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71 Finance for Business 2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35 Marketing Analytics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9 专业限选课应至少修满 9 学分 

 

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组 

课程 
属性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课
程
实
验 

通
识
实
验 

课外 81400052F 军事训练 2  一 武装部 

课外 81000111S 计算机上机操作实践 1  一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外 81160091S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实践 1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外 81160121S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1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外 81260212F 第二课堂（含农村、城市社会调查） 2  一-八 
团委、学生工作部、教

务处 

课外  学术前沿讲座 2  二-八 萨里国际学院 

学分小计 低应修 9 学分 

学分合计 低应修 9 学分 

毕业论文（设计）4 学分 

至少应修实践教学学分合计 1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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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9 级本科旅游管理专业 

4.2.1 专业培养目标 

旅游管理专业顺应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趋势，致力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掌握现代旅游管理基本

原理、方法和手段，具有较强沟通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组织策划能力。通过思

政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培养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信仰，

引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全面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在本科毕业后，可以继续在国内外相关领域深造攻读硕士学位，也能够成为在旅游企事业单

位和行政部门从事策划、经营、管理、服务、营销、调研、咨询和培训等工作的实用型人才。 

4.2.2 专业培养要求 

通过对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使学生达到以下要求： 

1. 爱党爱国，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学校管理制度。 

2. 熟练掌握英语，具备较强的英语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能流利进行口头报告。在学四年期间

完成英语类通识教育必修课且平均分不低于七十分。 

3. 具有国际化思维与视野，遵守国际商业运行的伦理规范，能准确把握目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全球战略变化，正确认识不同国家的背景和文化的差异性，了解主要国际文化及交往礼仪，尊重不

同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学四年期间，按照规定，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讲座或研讨会。 

4. 在学四年期间，完成对专业类 21 门必修课的修习，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基本原理和知识，

了解中外旅游业现状与发展趋势，熟悉服务业的国际惯例和实践，了解国家有关休闲与服务业的方

针政策与法律法规，并完成至少 12 个学分的专业限选课的修习。 

5. 具备创新精神和持续发展意识，能够与时俱进地在商业领域保持前瞻性。在学四年期间，积

极参与创业创新相关比赛与实践教学课程，建立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6.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并且获取相关知识的能力，掌握定性、定量研究和基础统计分析等人文社

会科学类分析方法；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4.2.3 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实行 4 年的基本学制和 3-6 年的弹性学制。 

凡按教学计划和有关规定，提前修完全部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允许提前毕

业（修业年限不得少于 3 年）。学生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可延长在校学习期限，但不得超过 2

年延长期。在弹性学制内学生可以辅修第二专业或攻读校内第二学士学位，也可以休学进行创业活

动或专业实践活动。对在规定的学制内，修满学分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管理学学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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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本专业 低毕业要求总学分为155学分，其中，课堂学分为142学分，课外实践教学为9分，毕业

论文设计4学分。 

本专业课堂教学设旅游管理专业导论、旅游政策与发展、消费者行为、服务产业应用财务管理、

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科技媒体与信息、旅游与交通产业危机管理、招待业旅游业及节事产业创业、

商业研究方法、旅游及招待业数位营销等主干课程，共142学分。其中； 

1. 通识教育课程共66学分，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54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12学分。 

2. 专业教育课程共76学分，包括：专业基础必修课35学分，专业必修课29学分，专业类选修课

12学分。 

4.2.5 实践教学安排及要求 

实践教学为课程实验和毕业论文，学生完成的课程实验应不低于 8 学分，毕业论文 4 学分。具

体要求见实践教学一览表。 

4.2.6 毕业论文（设计） 

    本专业毕业论文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全英文写作，安排在第八学期。 

4.2.7 旅游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旅游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一）：通识教育必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其中：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4202324 学术写作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14 学术口语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04 学术阅读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294 学术听力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42 专业英语 1 2 26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132 军事理论 2 36  一 武装部  

142021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384 学术写作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74 学术口语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64 学术阅读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54 学术听力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1732 英语专业论文 2 36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222 马克思基本原理 2 36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16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24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实践+1 学分

14060432 法学概论 2 36  四 法学院  

14202252 形势与政策 2 64  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学期 

学分合计 54 通识教育必修课必须修满 5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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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二）：通识教育选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低

应修

学分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人文社科模块  1-6 学期  

自然科学模块  1-6 学期  

计算机应用模块 
大学计算机基础类 2 第 1 学期  

数据库与程序设计类  第 2 学期  

外语能力提升模块 
外语语言技能与文化模块  3-4 学期  

外语语言应用模块  5-6 学期  

体育与健康教育模块 

体育项目自选模块  2-4 学期  

健康教育模块  2-6 学期  

心理健康模块  2-6 学期  

数据科学模块 

数学能力提升  1-5 学期  

统计分析方法  1-5 学期  

大数据科学前沿  1-5 学期  

学分合计 12 通识教育选修课应至少修满 12 学分 

 

旅游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三）：专业教育必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专
业
基
础
必
修
课 

24130454 会计学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24010464 微观经济学 4 72  三 萨里国际学院  

21090013 统计学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62 Business Environment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106 Global Citizenship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107 
Understanding the Tourism and Transport 

Industry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108 Tourism and Society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75 Marketing Principles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110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Service Industry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67 Tourism Management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109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 and Transport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35 专业基础必修课必须修满 35 学分 

专
业
必
修
课 

34201802 旅游管理专业导论 2 28  一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01 Tourism Policy and Development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49 Consumer Behaviour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25 
Applie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Services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12 
Managing Organis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30 Technology, Media and Data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56 
Crisis Management in Tourism & 

Transport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51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Hospitality, 

Tourism & Events Industry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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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MAN3160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63 
Digital Marketing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29 专业必修课必须修满 29 学分 

学分合计 64 专业教育必修课必须修满 64 学分 

 

旅游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四）：专业教育选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专
业
限
选
课 

MAN2148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53 
Intercultural Management in Hospitality & 

Tourism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15 Tourism Theory in Practice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52 Economics for Leisure & Tourism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69 Business Plan 6 108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09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141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in Tourism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12 专业限选课应至少修满 12 学分 

 

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组 

课程 
属性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课
程
实
验 

通
识
实
验 

课外 81400052F 军事训练 2  一 武装部 

课外 81000111S 计算机上机操作实践 1  一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外 81160091S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实践 1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外 81160121S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1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外 81260212F 第二课堂（含农村、城市社会调查） 2  一-八团委、学生工作部、教务处

课外  学术前沿讲座 2  二-八 萨里国际学院 

学分小计 低应修 9 学分 

学分合计 低应修 9 学分 

毕业论文（设计）4 学分 

至少应修实践教学学分合计 13 学分 

4.3 2019 级本科财务管理专业 

4.3.1 专业培养目标 

财务管理专业以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敬业精神、具有全球化视野，理论基础扎实、专业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复合型管理人才为目标。学生应具备品德操行和人

文修养，掌握专业知识，并具有较强的实务能力和沟通技巧，后能够在各类工商企业、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及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事财务管理、金融管理等实际工作，或选择在国内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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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攻读相关专业的学术型或应用型硕士研究生。 

4.3.2 专业培养要求 

通过对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使学生达到以下要求： 

1. 爱党爱国，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学校管理制度。 

2. 掌握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掌握会计学、金融

学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熟悉国内外与会计和财务管理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惯例。 

3. 具备创新精神和持续发展意识，能够与时俱进地在专业领域保持前瞻性。在学四年期间，积

极参与创业创新相关比赛与实践教学课程，建立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4. 能力要求： 

（1）熟练掌握英语，具备较强的英语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能流利进行口头报告。在学四年期

间完成英语类通识教育必修课且平均分不低于七十分。 

（2）具有较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能力及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的基本能力；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3）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灵活运用各种管理类和办公类软件，能独立撰写与编排英

文管理报告，包括相关财务报表、图表以及简报的制作与排版。 

4.3.3 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实行 4 年的基本学制和 3-6 年的弹性学制。 

凡按教学计划和有关规定，提前修完全部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允许提前毕

业（修业年限不得少于 3 年）。学生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可延长在校学习期限，但不得超过两

年延长期。在弹性学制内学生可以辅修第二专业或攻读校内第二学士学位，也可以休学进行创业活

动或专业实践活动。 

对在规定的学制内，修满学分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4.3.4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本专业学生需同时满足东北财经大学和萨里大学毕业要求。其中： 

东北财经大学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55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142学分，课外实践教学为13学分。 

课堂教学设商务数学、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审计学、税务学、财务管理等主干课程，共

142学分。其中： 

1. 通识教育课程共66学分，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54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12学分。 

2. 专业教育课程共76学分，包括：专业必修课70学分，专业限选课6学分。 

具体课程开设见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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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实践教学安排及要求 

实践教学为课程实验和毕业论文，学生完成的课程实验应不低于8学分，毕业论文4学分。具体

要求见实践教学一览表。 

4.3.6 毕业论文（设计） 

    本专业毕业论文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全英文写作，安排在第八学期。 

4.3.7 财务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财务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一）：通识教育必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4202324 学术写作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14 学术口语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04 学术阅读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294 学术听力 1 4 52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42 专业英语 1 2 26  一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132 军事理论 2 36  一 武装部  

142021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384 学术写作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74 学术口语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64 学术阅读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354 学术听力 2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1732 英语专业论文 2 36  二 萨里国际学院  

14202222 马克思基本原理 2 36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16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0224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实践+1 学分

14060432 法学概论 2 36  四 法学院  

14202252 形势与政策 2 64  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学期 

学分合计 54 通识教育必修课必须修满 54 学分 

 

财务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二）：通识教育选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低

应修

学分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人文社科模块  1-6 学期  

自然科学模块  1-6 学期  

计算机应用模块 
大学计算机基础类 2 第 1 学期  

数据库与程序设计类  第 2 学期  

外语能力提升模块 外语语言技能与文化模块  3-4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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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低

应修

学分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外语语言应用模块  5-6 学期  

体育与健康教育模块 

体育项目自选模块  2-4 学期  

健康教育模块  2-6 学期  

心理健康模块  2-6 学期  

数据科学模块 

数学能力提升  1-5 学期  

统计分析方法  1-5 学期  

大数据科学前沿  1-5 学期  

学分合计 12 通识教育选修课应至少修满 12 学分 

 

财务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三）：专业教育必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其

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专
业
基
础
必
修
课 

24130454 会计学 4 72  二 萨里国际学院  

24010464 微观经济学 4 72  三 萨里国际学院  

21090013 统计学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59 Operations Management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60 Business Mathematics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61 Financial Accounting 1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91 Business Skills 3 54  三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71 Business Economics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75 Marketing Principles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90 Business Ethics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MAN1072 Management Accounting 1 3 54  四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35 专业基础必修课必须修满 35 学分 

专
业
必
修
课 

34202402 财务管理专业导论 2 28  一 萨里国际学院  

MAN2089 Business Finance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33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090 Financial Accounting 2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06 Corporate Finance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05 Introduction to Taxation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07 Management Accounting 2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309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080 Financial Management ♦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081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ing ♦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097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MAN3098 Auditing 3 54  七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35 专业必修课必须修满 35 学分 

学分合计 70 专业教育必修课必须修满 7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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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表（四）：专业教育选修课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实验

时数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专
业
限
选
课 

MAN2094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47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Enterprise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093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Science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092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3 54  五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38 Comparative Country Studies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32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igital Domain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MAN2110 Consumer Behaviour 3 54  六 萨里国际学院  

小计 6 专业限选课应至少修满 6 学分 

 

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组 

课程 
属性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开课单位 

课
程
实
验 

通
识
实
验 

课外 81400052F 军事训练 2  一 武装部 

课外 81000111S 计算机上机操作实践 1  一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外 81160091S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实践 1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外 81160121S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1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外 81260212F 第二课堂（含农村、城市社会调查） 2  
一-
八

团委、学生工作部、教务处

课外  学术前沿讲座 2  
二-
八

萨里国际学院 

学分小计 低应修 9 学分 

学分合计 低应修 9 学分 

毕业论文（设计）4 学分 

至少应修实践教学学分合计 13 学分 

TIPS: 以上培养方案会根据东北财经大学和萨里大学的培养计划进行实时调整，请大

家以学院的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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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管理制度 

5.1 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  

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 

东北财大校发[2017]6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进一步完善学分制，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根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我校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要求 本办法是本科学分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应掌握本办法的内容，

按照本办法要求修读各门课程；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工作人员也应按照本办法的要求指导学

生学习，规范自己的工作。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校本部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第二章 学制与学习年限 

第四条 学制 本科各专业的基本学制为四年。为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学校允许学生在三

到六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提前毕业的学生和在基本学制内正常毕业的学生均应按培养方案规定的

总学分交纳学费。延期毕业的学生，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交纳学费，还应当按照重修课程的学分数

交纳重修费。学生经批准缩短或延长在校学习时间不影响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申请资格。 

第五条 申请提前毕业 学生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第五学期末预计能够修满全部必修课和专

业选修课学分，第六学期前九周也可以修完全部选修课学分的，可以在第五学期末向所在学院提出

提前毕业申请。提前毕业申请由学生所在学院初审、教务处复审，并由教务处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送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招生就业处备案。获准提前毕业的学生可以向学院申请参加毕业论文(设

计)写作。逾期提交的提前毕业申请将不予受理。 

第六条 提前毕业学生的条件  提前毕业的学生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的学分； 

2. 学习期间没有重修记录，没有考试违纪记录，未受过纪律处分； 

3. 已修学分平均学分绩点3.5（含）以上； 

4.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与答辩。 

第七条 提前毕业学生的管理 获准提前毕业的学生，应纳入应届毕业生统一管理，并在第六

学期参加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资格审查。届时具备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资格的，准予毕业，授予学

士学位。届时不具备毕业资格的，按结业处理，不具备学士学位资格的，不授予学士学位。 

第八条 申请延期毕业 学生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预计不能在基本学制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本

年级、本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规定的各类学分要求的，可在第八学期毕业资格审核时，提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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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毕业申请，申请延期毕业的学生需要填写《东北财经大学学生延期毕业申请表》，延期毕业申请

由学生所在学院初审、教务处复审，并由教务处报主管校领导批准，送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招

生就业处备案。未提交或逾期提交延期毕业申请的，按结业处理。 

第九条 延期毕业的期限 累计延期时间不能超过2年。经批准延期毕业但在2年内仍未完成规定

的全部课程学分的，按结业处理，未满足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不授予学士学位。 

第十条 延期毕业学生的管理 获准延期毕业的学生，根据其延长毕业的时间，纳入相应年级

的管理。延期毕业学生应按其入学年级培养方案的规定选修课程，参加课程考试，同时参加相应年

级的学生活动。 

第十一条 休学 学生因故需要休学，应在休学前提交休学申请。具体实施办法参照《东北财

经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 

第三章 课程修读 

第十二条 修读计划 各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是学校组织教学和学生制定修读计划的

基本依据。学生应了解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并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制定自己的修读计划。 

第十三条 选课方法 学校实行网上选课制度。课程选定后，一般不予更改。 

第十四条 选课数量 学生应在三至六年的学习时间内合理确定每学期的选课数量和修读的

学分。除了 后一个学期外，原则上每学期修读的课程学分数为： 

 

第四章 考 核 

第十五条 考核方式 学生应参加所修课程的考核。考核方式包括平时考核、期中考试和期末

考试。平时考核由任课教师组织，期中考试由教师所在学院组织，期末考试由学校与开课学院共同

组织。 

第十六条 申请缓考 学生因故无法参加考试的，应于考试前提出缓考申请。其中因伤因病无

法参加考试的，须出具市级以上（含市级）医疗单位开具的诊断书、病志等证明。平时考核的缓考

申请由任课教师审批，期中考试的缓考申请由开课学院审批，期末考试的缓考申请由学生所在学院

审核，报教务处审批。未经批准不参加考试的，按旷考处理，考试成绩为零。 

第十七条 缓考考试 学校于每学期初为学生组织缓考考试。 

第十八条 取消考试资格 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严重违反学习纪律，不允许参加期

末考试，课程成绩记为零分。 

1. 某门课程一学期累计无故不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达六分之一以上（含）； 

2. 在课堂教学中干扰教学秩序且影响较坏； 

3. 某门课程一学期累计未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达到作业总量三分之一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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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成 绩 

第十九条 成绩评定方式 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和等级制两种形式，以百分制为基础。 

第二十条 成绩认定 采用百分制评定的课程100分为满分，60分为及格，考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

水平的可获得规定的学分，未达到及格以上水平，包括成绩为零的，不计学分。高考时以本民族语

言答卷的少数民族学生，成绩达到50分及以上的按60分计。经批准缓考学生的考试成绩按卷面实际

分数记载。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获得学分，学校予以记录，同时提

供相应课程成绩及获得学分的证明。再次参加高考被我校录取的，其已获得学分，经本人申请，提

供相关课程成绩及获得学分的证明，由其所在专业教学单位根据当前专业培养方案审核比对认定，

对其已修课程及学分部分或全部予以承认，所承认课程成绩以所申请的原始成绩录入，并报教务处

备案。 

第二十一条 成绩查询 在校学生可以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查询本人已修课程的成绩。在校学

生可以由教务处出具成绩证明；毕业的学生由档案馆出具成绩证明。成绩单必须显示学生所有课程

所有标记的全部成绩。  

除保送研究生成绩的排名证明由教务处出具以外，其他用途的成绩排名证明均由学生所在学院

出具。 

第二十二条  复查试卷 学生对考试成绩有异议，可以在下一学期开学后一周内申请复查试卷。

复查试卷申请经学生所在学院同意后上报教务处，由教务处统一安排由任课教师所在单位复查试卷。

逾期提交的复查申请将不予受理。 

第二十三条  平均成绩 平均成绩是衡量学生学习质量和确认学生是否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的重要标准。学校采用特殊加权学分成绩的计算方式，以百分制表示学生平均成绩，计算范围为学

生所修的全部课程，计算方法为：  

 

用等级制评定的成绩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按以下对应关系折算为百分制成绩： 

 

等级制成绩 折算为百分制成绩 

优秀 95分 

良好 85分 

中等 75分 

及格 65分 

不及格 60分以下 
 

第二十四条 平均学分绩点（GPA） 平均学分绩点是综合评价学生学习质量的另一种形式，

学校平均学分绩点满分为5.0，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平均学分绩点与特殊加权学分成绩具体对应关

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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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制成绩 对应绩点 

100分 5.0 

90-99分 4.0-4.9 

80-89分 3.0-3.9 

70-79分 2.0-2.9 

60-69分 1.0-1.9 

59分及以下 0 
 

第六章 重修 

第二十五条 重修 学生出现以下情况，必须重新修读所选课程： 

1.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未参加期初补考，以及期初补考成绩不及格的； 

2.因无故不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破坏课堂秩序、未完成作业而被取消考试资格的； 

3.因考试违纪，成绩按零分计的。 

第二十六条  重修范围  重修课程包括：必修课、专业类选修课不及格课程。通识教育选修课

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不允许参加期初补考，也不实行重修制度，可以参加学期中的课程换选（按学

分数缴费删除不及格课程，并做备案，学生可以对原不及格课程重新选课修读，也可以在培养方案

规定范围内换选其他课程）。 

第二十七条 重修报名 重修的学生应当重新修读原课程。在开课学期的第五周或第六周，教

务处组织学生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重修选课报名。由于培养方案变更，而导致重修课程号与已修课

程号不符的，学生需到学院办公室填写“东北财经大学重修替代课程审批表”和“重修选课汇总表

（培养方案变更）”手工报名。 

第二十八条  重修方式  随教学班或重修班学习、考试。 

1．重修班。对重修人数较多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培养方案变更课程号发生变化的部分课程，

学校将开设重修班； 

2.插班重修。对重修人数较少的课程，学生要插班学习。 

第二十九条  成绩的认定  重修、期初补考课程以卷面成绩作为 终考试成绩。成绩单必须显

示学生所有课程所有标记的全部成绩。 因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而重新修读该课程的，新成绩注明

“重修”，计为重修学分；因期末考试成绩及格但不满意而重新修读该课程的，新成绩注明“重修”，

不计为重修学分；因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而参加期初补考课程的，新成绩注明“补考”。为均衡学

生每学期正常修读课程和重修课程的学习负担，考虑期末考试考场的合理安排，重修课程学分累计

总和不得超过15学分。 

第三十条 重修收费  对于首次修读不及格的课程，学校给予一次免费期初补考或重修的机会；

不符合免费重修条件的课程，按国家批准的标准收费。 

第七章 学业警告、退学警告和退学处理 

第三十一条 学业警告 学生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将受到学业警告： 

1. 在第一学期，获得的有效学分低于已选课程学分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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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第二学期开始，每学期获得的有效学分低于已选课程学分的二分之一。 

学业警告由教务处以警告通知单的形式发至学生所在学院，由学生所在学院通知到学生本人及

其家长或监护人并将结果反馈给教务处。 

第三十二条 退学警告 学生第三次出现第三十一条所述情况，将受到“退学警告”。退学警告

的发布程序与学业警告相同。 

第三十三条 退学处理 学生第四次出现第三十一条所述情况，须做退学处理。退学的学生名

单由教务处发布，退学的手续由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办理。 

第八章 创新创业训练学分、社会实践学分 

第三十四条 创新创业训练学分 为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学校设立创新创业训练学分。

其内容包括：学生选修创新创业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学生参加校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结项合格获得学分、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得奖励学分、学生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获得学分等。 

创新创业训练学分由学生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所在学院申请，由所在学院报教务处，并由教务处、

创新创业与实验教学中心组织有关人员认定。 

经教务处、创新创业与实验教学中心认定的创新创业训练学分，可以在规定的限度内替代培养

方案和教学计划中对应的选修课程的成绩与学分。具体细则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 社会实践学分 大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

第一、二学年须参加农村（城市）社会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第三、第四学年结合专业进行专业（专

题）社会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 

农村（城市）社会调查由学生处负责组织和考核，专业（专题）社会调查由教务处负责组织

和考核。  

各专业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和专业特点，自主设置专业实习、实训和毕业实习等实践环

节的内容和学分。此外，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其学分纳入课外教学学分管理。 

第九章 毕业、结业、肄业与学士学位 

第三十六条 毕业 学生在规定的学制或学习期限内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规定的

各类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 

第三十七条 结业 学生在规定的学制或学习期间内学完本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规定的

各类课程，但未取得规定的学分，按结业处理，发结业证书。结业的学生在结业后一年内补足应修

学分的，可持结业证书向学校申请换发毕业证书。 

第三十八条 肄业 退学学生，在校不足一年的，学校发给写实性学习证明；在校超过一年中

止学习，或在规定的学制或学习期限内未学完本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规定的各类课程，按肄业

处理，发肄业证书。 

第三十九条 学士学位 准予毕业的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参照《东北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

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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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第二专业暨第二学士学位的具体办法参照《东北财经大学辅修第二专业暨第二学士学位教

育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有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原《东

北财经大学本科生学分制实施办法》（东北财大校发[2017]44号）同时废止。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5.2 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提

出制定实施细则的要求，根据《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及《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4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作

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各类学生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生毕业

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以下统称“学位论文”）。 

第三条  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处理遵循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章制度，根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做出处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负责研究和处理学校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评决机构，下设学

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校学位办”），负责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调查机构为校学位办、教务处、研究生院和各相关学院；学位

论文作假行为认定机构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

校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 终认定机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机构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校

长办公会。 

第三章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调查 

第六条  教务处负责受理本科学士学位论文举报和调查处理工作；研究生院负责受理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举报和调查处理工作。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配合学校做好本单位学

位论文作假行为调查处理工作。调查机构可根据情况成立由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或委托学术委

员会等其他负有相应职责的机构，协助对学位论文作假事宜进行调查。 

第七条  教务处和研究生院从当年申请学位论文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学位论文进行论文

作假行为调查，将其中存在作假行为的学位论文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

定。 

第八条  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在接到实名举报（举报应有书面佐证材料）后，于 7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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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启动调查程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举报资料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成立

核查工作专家组，听取举报人或当事人的陈述，调查工作一般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将初步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以及相关材料报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核，并由教务处或

研究生将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将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后作出 终决定。 

第九条  参加预答辩、通讯评议和答辩的学位论文，凡有通讯评议专家或答辩委员会委员

认定该学位论文存在作假行为，自动进入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程序。 

第四章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认定 

第十条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 

（一） 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二） 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的； 

（三） 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或通过改变成果类型或形式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的； 

（四） 学位论文中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捏造事实的； 

（五） 伪造注释、参考文献的； 

（六） 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认定方式： 

（一） 学位论文检测。学位论文检测结果未达到《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工作暂行办法》要求，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存在作假行为； 

（二） 学位论文评阅。在学位论文评阅过程中，评阅专家认为存在作假行为； 

（三） 学位论文答辩。在学位论文预答辩和答辩环节，答辩委员会委员认为存在作假行为，

或学位申请人对于答辩委员会委员提出的疑议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或证明； 

（四） 学位论文抽检。在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中，论文被认定存在作假行为； 

（五） 他人实名举报。被他人实名举报，经调查学位论文被认定存在作假行为。 

第五章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处理 

第十二条  对经调查确实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学位申请人员，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延

期半年或一年答辩的处理；对经认定情节严重的，学校将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对已获学位人

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将根据其作假行为的轻重分别给予相应处分，对经认定情节严重的，学

校将撤销其学位授予决定，并注销其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将以

适当方式公布，并报教育部备案。此外，从做出处理决定之日 3 年内，学校将不再受理其学位

申请。 

第十三条  经调查确实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人员，若为我校在读学生，学校将视情节

轻重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出学籍处分；若为我校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若为校外在职人

员，学校在给予相应处分的同时，将处理结果通报其所在单位。 

第十四条  指导教师应对所指导的学生进行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对其学位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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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撰写过程予以指导，对学位论文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若指导教师未履行上述职责，

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经确认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其警告、记过处分；或做出

减少招生指标、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情节严重的，降低岗位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

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 

第十五条  对于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培养单位，学校将

予以通报批评，减少或暂停其学科、专业的招生计划，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

任的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六条  学校在对学位申请人、指导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做出处理决定前，将告知并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对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在 5 个工作日内向教务处或研究生院

提交书面申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申诉内容进行复核，并在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

当事人对学校处理决定有异议，可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申请行政复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3 萨里国际学院关于课程重修的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严格教学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分制

实施办法》（2017 年 8 月 22 日印发）文件精神，经萨里国际学院学术标准委员会审核，萨里国际学

院学生重修规定如下： 

 重修对象 

学生可报名重修已修读课程（含及格和不及格课程），未修读课程只能参加每学期正常的选课。 

 重修方式 

重修方式有学生插班重修、单开重修班两种。 

1. 插班重修：对重修人数较少的课程，学生要插班学习。学生在选择插班重修课程时，应在班

级课表空点中选择课程，避免已选课程与重修课程时间冲突。参加插班课程重修的学生，应按时上

课，需要参加所有考核，并完成课程作业。 

2. 单开重修班：重修班上课时间一般为周末。参加重修班课程的学生必须按时上课，完成作业

并参加考核。 

 成绩管理 

《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2017 年 8 月 22 日印发）中规定（详见附件），成绩单

将显示学生所有课程所有标记的全部成绩。因期末考试成绩不合格而重新修读该课程的，新成绩注

明“重修”，记为重修学分；因期末考试成绩及格但不满意而重新修读该课程的，新成绩注明“重修”，

不记为重修学分；因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而参加期初补考课程的，新成绩注明“补考”。 

 报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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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院学生重修情况，具体操作分为如下两种： 

1. 培养方案无变更课程 

方案无变更课程，即课程代码不变课程。若学生想要报名正常开设重修课程，需在每学期期初，

以重修提前报名的方式加入到正常班级教学中。 

（1）每学期期初，学院教务办公室会下发本学期重修提前报名通知及需提前报名重修课程列表； 

（2）学生按照通知要求，填写《萨里国际学院重修提前报名申请表》，交予班级学委。各班学

委需以班级为单位汇总《重修提前报名课程汇总表》，并将汇总表纸质版，连同班级同学递交的申请

表纸质版，一并递交到学院教务办公室；汇总表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 

（3）得到批准后，方能进入到教学班中进行听课。 

（4）重修提前报名结束后，学生仍需按照教务处重修通知及时间安排，在系统上完成此课程的

重修报名。 

（5）学生进行缴费确认。 

重修提前报名流程 

序号 事项 时间 备注 

1 
下发重修提前

报名通知 
开学初 萨里学院网站—院内通知或砺金楼公告栏查看 

2 重修提前报名 第一周--第二周 

拟报名重修学生填写《萨里国际学院重修提前报名申请表》

学委汇总《重修提前报名课程汇总表》 

学委统一递交《申请表》《汇总表》纸质版和《汇总表》电

子版 

3 提前重修听课 第三周 同学插班参与重修课程并与教师互动 

4 重修网上报名 以教务处通知为准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5 重修缴费确认 以教务处通知为准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注意：若因课程冲突等原因不能正常参加重修听课者，学生本人需要和任课教师联系确认后，按照相关教师要

求完成重修课程相关作业及各项考核。具体事宜以任课教师要求为准。 

2. 培养方案存在变更课程 

由于培养方案变更，而导致重修课程号与已修课程号不符（不包括单开重修班）的课程，学生

需到学院教务办公室填写“东北财经大学重修替代课程审批表”和“重修选课汇总表（培养方案变

更）”手工报名。 

对于单开重修班的课程，学生需在学校教务系统重修端口开放后，系统中直接报名。 

具体报名时间及相关操作，以学院重修通知为准。 

 教务系统报名要求 

1. 重修提前报名操作以每学期学院具体通知为准。 

2. 教务处网上报名方式，操作办法与选课相同。具体程序是：学生登录教务处网站主页，点击

左上角的“综合教务”中的“学生窗口”端口，点击“选课管理-->选课方案-->重修课程”输入“课

程号”和“课序号”进行重修选课。选中的重修课程不可删除，请同学们谨慎选择重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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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均衡学生每学期正常修读课程和重修课程的学习负担，考虑期末考试考场的合理安排，提

前重修报名及网上重修选课，总学分不能超过 15 学分。 

4. 我院学生缴费事宜，以学院重修通知为准。未进行缴费确认的重修提前报名及网上重修报名

均无效。 

 重修收费 

重修按国家批准的标准收费，具体标准为 70 元/学分。免费重修名单以教务处通知为准。 

 其他事宜 

1. 如学生因未参加学院重修提前报名，或未能与教师及时沟通而被期末禁考等一切后果，均由

学生个人承担。 

2. 培养方案内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组（即课程号以“7”开头的模块课）的不及格课程不组织重

修，学生对上述课程不及格的成绩可以进行课程换选，课程换选时间另行通知。 

 附则 

1.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萨里国际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解释。此前学院有关规定凡与本

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2. 本制度 后一次修订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 

TIPS : 《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2017 年 8 月 22 日印发）见手册 5.1。 

5.4 萨里国际学院学生各类课程请假方式 

根据《东北财经大学学籍管理规定》（《东北财经大学学籍管理规定》详见 2019 年《东北财经大

学学生手册》第 43-50 页）内容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教育教学情况，特制定萨里国际学院本科学生

请假规定，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5.4.1 萨里国际学院学生如不能按时参加学校和学院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

环节活动的，必须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未经批准而缺席者，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情

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具体请假情况分为以下几种： 

学生行为 是否在校住宿 是否缺课 时间界定 请假条模板 

离开大连 不在学校住宿 
不缺课 

时间≥1 天 使用附件 1-请假条模板
缺课 

不离开大连 

不在学校住宿 
不缺课 

时间≥1 天 使用附件 1-请假条模板缺课 

在学校住宿 缺课 

在学校住宿 缺课 时间≥3 天 使用附件 1-请假条模板

注：①请假必须事前请，杜绝事后补假现象； 
②无论学生是否缺课，只要出现上表中的行为，学生必须事前向辅导员老师请假； 
③涉及课程请假时，要同时填写请假条中的表 1（中国教师用中文填写，外籍教师务必用英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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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请假条模板共分为两种（附件 1&附件 2），如需请假，请学生自行到萨里国际学院网站——

大学生活——下载专区下载打印，填好后到学生工作部到本年级专业的辅导员老师处签字，到学生

工作部负责人处盖章，办理请假手续。 

5.4.3 学生请假时间到期需要续假的，按累计请假时间履行请假手续。 

5.4.4 学生请假时间结束须销假。超过请假时间未销假视为缺席学校教育教学活动。 

5.4.5 学生未经请假无故缺席学校、学院安排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在外住宿的，发生任何问题由学

生本人承担责任。 

5.5 学生参加讲座管理规定 

为鼓励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也为更好地规

范学生参与学术讲座的考核管理，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特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及组织实施 

1. 本规定适用于萨里论坛等由学院组织的正规学术讲座。 

2. 本规定适用于 2019 级学生。 

3. 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具体实施对学生参与学术讲座的管理与考核。 

4. 学术讲座的主讲人、主题、内容、时间由学院各教研室、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负责。 

5. 各负责教研室、办公室于每学期第二个教学周之前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提交本学期讲座

信息。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科研秘书在每场讲座前一周向学生发布相关讲座信息和线上报名通道。 

二、学术讲座模式与要求 

1. 学生参与学术讲座纳入课外教学的学分认定范围。每位学生在入学后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至第

四学年第一学期共 7 个学期内按照要求，自愿选择并参与 7 次学术讲座，可换算成该学生课外教学

的 2 个学分。参与学术讲座少于 7 次的学生，无法获得 2 个学分。 

2. 7 次学术讲座采取“2+3+2”模式，即学生需要参加“2 次通识人文类讲座＋3 次专业学术类讲座

＋2 次企业实践类讲座”。三种类型学术讲座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学生根据自身未来发展，可在通

识人文类、专业学术类、企业实践类三个大类中自由选择。 

3. 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每学期安排 2 次以上通识人文类讲座，讲座专题以文化、历史、地理、

艺术为主；工商管理教研室每学期安排 2 次以上专业学术类讲座，讲座专题以电子商务、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为主；经济金融教研室每学期安排 1 次以上专业学术类讲座，讲座专题以世界经济发展为

主；旅游管理教研室每学期安排 1 次以上专业学术类讲座，讲座专题以世界旅游发展为主；就业与

校友办公室每学年安排 2 次以上企业实践类讲座，讲座专题以企业战略与创新为主，聘请国际知名

企业高管作为主讲人。 

三、学术讲座的程序与措施 

1. 参加讲座的学生需根据学院发布的讲座报名通道进行线上报名，学院根据讲座教室座位数及

报名先后顺序确定参加讲座学生名单并公示，报名顺序以系统认定为准。 

2. 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科研秘书或学院打卡员在讲座开始前和讲座结束后分别到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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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参加情况进行核实，核实成功后予以认定。 

3. 已报名参加讲座的学生如因考试、教师调课等情况无法参加，可于讲座开始前通过班级学委

统一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科研秘书请假。报名成功后累计两次缺席的同学，取消该学期认定资

格。 

4. 参加讲座的学生需提前 5-10 分钟入场，入场后应关闭手机铃声，注意保持会场秩序，讲座过

程中不得大声喧哗及随意走动、进出。禁止以认定记录为目的参与学术讲座，无特殊情况下禁止入

场后离场、结束前入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5. 讲座次数登记以学年为单位，每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科研秘书将系统记

录汇总，确定听讲座的学生名单及次数，上报主管副院长审核，审核通过的名单加盖学院公章后，

在学院布告栏或学院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进行调查、核实。

公示后无异议的学生名单，由教务办公室留存，作为学分转换的唯一依据。 

6. 学分转换工作在第四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进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科研秘书汇总符合参

与学术讲座模式与要求的应届毕业生名单，上报主管副院长、院长审核，审核通过的名单加盖学院

公章后，在学院布告栏或学院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进行调

查、核实。公示后无异议的学生名单，由教务办公室完成学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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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学管理体系与考务管理 

6.1 教学管理体系概述 

6.1.1 选课管理 

各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是学校组织教学和学生制定修读计划的基本依据。学生应了解本

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并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制定自己的修读计划。 

除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其余每学期学生均应参照学校、学院选课通知，按照培养方案及规

则，进行具体的选课操作。选课分为预选、正选、补退选三个阶段。 

1. 预选阶段是学生选课的报名过程，不参加预选的学生没有资格参加正选阶段的抽签，但可选

择课容量未满的课程。各类课程均应预选，选修课未做预置，由学生自己选择。预选结束后，学校

要对预选结果做适当调整，取消或合并未达到开班人数的教学班，扩大部分课程的课容量或增开教

学班。 

2. 正选阶段分年级进行，具体时间在预选结束后另行通知。在正选阶段，学生首先要对预选后

的调整结果进行查询，并视情况进行以下几种操作： 

（1）对于调整后没有变动的课程，要加以确认； 

（2）对于调整后被取消的课程，应当选择其他有余量（选课人数小于课容量）课程； 

（3）对于预选时选课人数大于课容量的课程，需由抽签决定。若未中签，可重新选择其他有余

量的课程。 

3. 在补退选阶段，学生可以对已选中但又无法继续参加学习的课程进行删除，并可以补选其他

课程。 

4. 为平衡各学期的学业负担，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选课的 高学分上限为 30 学分。 

5. 因体育课、学科基础选修课（任选课）和公共基础选修课（模块课）不组织重修，学生对上

述两类不及格的课程，可在选课阶段选择同类型的其他课程，下学期期中进行成绩换选，成绩换选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 具体选课范围、程序和操作方法，以每学期发布选课相关须知为准。 

6.1.2 重修 

萨里国际学院本科生重修应按照本手册“5.3 萨里国际学院关于课程重修的规定”执行。 

6.1.3 辅修及第二学位 

根据《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规定，为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学校实行辅修

第二专业及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制度。学有余力的学生，在保证主修专业学习质量的前提下，可以申

请辅修第二专业或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辅修第二专业和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申请由学生在网上直接

提交，报教务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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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工作依照《东北财经大学本科生辅修第二专业暨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管理办法》（东北财大

校发[2017]47 号）执行，学生可登录教务处网页在“文件制度”中查询。具体招生专业、条件、报

名方法等相关信息，以学校教务处下发通知为准。辅修报名时间，一般在大二第一学期结束前报名；

上课时限为大二第二学期至大四第一学期上课；每学期辅修暨双学位第二专业课程表，可在教务处

网站 ---“动态公告”中查询。 

6.1.4 期末考试 

 考试安排 

期末考试时间为每学期第 18-20 周。非闭卷考试类课程、公共基础选修课、学科基础选修课在

第 18 周（通常在 后一次上课时间）进行，考试地点由任课教师联系所在院系进行安排并公布；其

他课程的考试在第 19、20 周进行，考试时间、地点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考生可按教务处规定时间，

登陆教务处网站查询考试安排。 

 考试要求 

参加期末考试的考生，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学生证。考试开始后，考生需将身份证、学生证放

置桌子右上角，供监考教师检查。身份证丢失者，需到所在学院开具身份证明，身份证明需贴一寸

证件照并加盖学院公章。未携带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 

考生开考前须准时入场，开考 15 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开考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开考 30

分钟后，如遇特殊情况必须离场的，按交卷处理。 

 缓考办理 

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原则上只接受因病住院不能参加考试学生的缓考申请。凡因病住院不能参

加考试的考生，需在该课程考试前办理缓考手续。 

具体方法如下，填写《东北财经大学期末考试缓考申请单》（教务处网站下载）；并提供市级以

上（含市级）正规医疗单位开具的相关证明，包括挂号单、诊断书、住院手续（如需住院）、医药费

收据、检验报告等；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教学院长签字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审批通过者，可

以不参加期末考试，直接参加重考考试，成绩视为初次考试成绩。 

凡未及时办理缓考手续而擅自不参加考试者，一律视为旷考。旷考者不得参加重考考试，必须

缴费重修。 

6.1.5 期初补考 

可报名补考的课程类型，仅限于必修课、专业类选修课。对于 2019 级学生，该学期开课的上

述所有不及格课程（0 分除外）可自愿报名参加补考，不限报名门数。成绩的修读方式记录为“补

考”。 

期末考试已获批准（含预批准）缓考的课程，名单由教务处置入，学生无需进行报名，课程成

绩的修读方式记录为“缓考”。预批准的，需在开学一周内补交相关证明，审核通过后认定考试有效，

否则考试成绩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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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选修课（模块课）不组织补考及重修，不及格课程的学生可进行课程换选。部分实验

类课程注重平时实验及考核，学生须参加重修。 

6.1.6 复查试卷 

期末考试结束后，学生可随时登陆教务处系统查询成绩，对成绩如有疑问，可在开学第一周内，

根据学校教务处通知的时间，填写《复查试卷申请表》（教务处网站下载），报送学院教务办公室。

学院教务办公室统一汇总后，报教务处审批，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时间组织复查试卷。 

期末考试不及格（0 分除外），对成绩有疑义的，须先报名参加补考，如复查后成绩为及格，以

原试卷成绩为准。 

6.1.7 取消考试资格 

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严重违反学习纪律，不允许参加期末考试，课程成绩记为零分。 

1. 某门课程一学期累计无故缺席课程教学活动达六分之一以上（含）； 

2. 在课堂教学中干扰教学秩序且影响较坏； 

3. 某门课程一学期累计未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达作业总量三分之一以上。 

6.1.8 教学质量评议 

教学质量评议分为两部分：期初教学质量满意度调查和期末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1. 期初教学质量满意度调查 

此项调查是学校为在学期初能够及时、准确掌握课堂教学质量的初步情况，进一步提高本科教

学质量，而在期初开展的调查工作。学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教务处系统学生端口进行满意度

评价。评价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学生应当客观、公正地对教师的授课情况进

行评价。 

2. 期末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每学期期末，学生须通过教务处系统学生端口对本学期课程的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学生如

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评价，评价系统关闭后，将无法进行后续的网上选课、成绩查询等项操作。 

教师本人可在下一学期查询本人的评价结果。教务系统向教师反馈总成绩及评语，不显示评议

学生信息，保证评议工作的私密性；反馈时间为下一学期，保证了学生本学期成绩不受教师评价结

果的影响。 

教学质量评议作为学校及学院了解教师教学情况的重要途径，为学生提供了反馈意见和建议的

便利渠道，希望同学们积极参与，认真评议。 

6.2 东北财经大学本科考试工作管理规定（2017 年 8 月 8 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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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考试各个环节的工作，使考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教育部高教司[1998]33 号），以及《东

北财经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考试工作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价的重要内容。考试工作包括：

考试组织、考试方式、考试资格认定、考试命题、试卷印制与保管、阅卷与成绩评定、成绩登录等

环节。 

第三条 考试是评价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业质量的重要方式，目的在于指导和督促学生系统地复

习和巩固所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检验其理解程度和灵活、综合运用的能力，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考试也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方式之一，通过考

试促进教师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第四条 本科学分制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都要进行结课考试。 

第五条 我校在籍的本科学生均须按培养方案要求参加所修读课程的考试，得到相应的成绩评

定，成绩合格者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 

第六条 本规定适用于普通本科学生的考试工作。 

第二章 考试组织与领导 

第七条 全校的考试工作在主管教学校长以及教务处长的领导下，由教务处依照本规定和学校

有关规定具体组织、协调；各院(部、中心)的考试工作由主管教学院长(主任)依照本规定、教学计划

及学校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八条 学校和各院(部、中心)均应抓好考试各个环节的组织领导工作。在期末考试前，学校召

开教学院长(主任)和教学秘书参加的考试工作会议，布置考试工作；各院(部、中心) 召开专门会议，

传达有关考试的文件，明确考试工作职责和纪律要求： 

1. 院(部、中心)领导办公会。结合本单位实际研究落实考试工作的措施、要求和安排； 

2. 任课教师、监考教师和年级辅导员会。研究布置有关考试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组织复习、

命题、监考、试卷的评阅、成绩评定与管理、考场纪律等； 

3. 学生动员会。明确复习考试的目的、要求，严肃考风、考纪，培养学生诚信考试、遵纪守

法的品格和作风。 

第三章 考务工作 

第九条 考试形式 

1. 根据课程性质及要求，采取闭卷笔试、开卷、机考、口试、论文、实际操作考核等不同方式； 

2. 新开课程的考试形式、变更期末考试形式、变更成绩比重（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比例超过

40%）的课程，任课教师应于当学期开学前五周提出考试形式的申请，经院(部、中心)主管教学院

长(主任)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 

3. 每学期全校范围内开设的课程的考试形式、成绩构成比例均需在教务处备案，经批准后的课

程按照相应形式组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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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考试资格 

1. 凡按规定办理选课或重修手续的在册学生，正常参加课程教学活动，均可参加课程考试； 

2. 学生参加课程考试的资格由任课教师认定。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取消期末考试资格，

该课程成绩记为无效： 

（1）某门课程一学期累计无故缺席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达六分之一以上（含）； 

（2）在课堂教学中干扰教学秩序且影响较坏； 

（3）某门课程一学期累计未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达到作业总量三分之一以上（含）。 

第十一条 考试时间 

1. 考试时间依据当学期校历安排，期中考试和半学期结课课程的期末考试一般在第九周进行，

全学期教学的课程期末考试一般在学期结束前三周进行，补考及缓考一般在下学期开学后第一周进

行。所有课程原则上期末不允许提前考试。因特殊情况需提前考试的，应由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

经院(部、中心)主管领导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 

2. 课程考试时间一般以 2 小时为宜，个别课程如有特殊需要，可向教务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

可以延长或缩短考试时间。 

第十二条 考场安排 

1. 按照教务处提供的课程教学班学生名单顺序安排考生对号就座，监考教师可根据考场情况选

择排号方式； 

2. 第十九周、二十周进行的期末考试，考试时间和考场由教务处统一安排。部分在第十八周随

堂进行的考试，考试组织与安排由任课教师所在院(部、中心)负责； 

3. 期末考试的监考由授课教师所在院(部、中心)负责安排。学生较多的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

排监考人员。教学秘书要填写本院(部、中心)的《监考任务通知单》，并于考试前一周报教务处； 

4. 所有的考试和考场都要安排监考人员。监考人员原则上应以教师为主，其数量一般按以下比

例设置：50 人以下的考场设 2 人监考，50 人至 70 人的考场设 3 人监考，70 人以上的考场设 4 人监

考； 

5. 考场一经确定，不得擅自更改。确因特殊情况需调整考试地点的，有关单位应及时向教务处

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试卷的印制及保管 

1. 试题经审核批准后，由命题教师填写《试题请印单》，经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后，将试题

及《试题请印单》交给教学秘书； 

2. 教学秘书负责收集、整理本院(部、中心)各门课程的试题及《试题请印单》，收齐后统一报

送教务处办理试卷印制手续； 

3. 教务处安排专人负责试卷的签收、印刷、保管、分发； 

4. 试卷须在指定地点印刷。负责印刷试卷的人员要认真收藏和保管试卷原稿，及时销毁废品。

试卷印完后，要清点核对数目、密封、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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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秘书至少应于考试的前两天，到教务处领取试卷并由专柜保管。命题教师需在考前一天

复核样卷；考前 20 分钟，监考教师向教学秘书领取试卷，并直接进入考场； 

6. 考试开始前 10 分钟，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拆封试卷； 

7. 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须按要求清点试卷、填写考场记录、装订试卷； 

8. 考试结束后，教务处汇总整理当学期所有课程的考试样卷、参考答案、评分标准并装订成册

存档； 

9. 命题教师和相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如发生试卷流失、试题内容泄露，将根据《东

北财经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要给予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学生复查试卷 

1. 学生如对期末考试成绩有疑问，可以在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内（超过规定时间将不予受理）由

本人填写《期末考试复查试卷申请表》，交到所在学院办公室，经学院领导批准（签字）后，教学

秘书统一送交教务处，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时间，任课教师所在学院（部、中心）教学秘书会同教研

室主任（系主任）查阅试卷，教务处将 终结果反馈给学生所在学院； 

2. 负责复查试卷的学院（部、中心），在复查试卷过程中，发现成绩有误需要更改，需填写《东

北财经大学考试成绩更正报告单》，并附试卷原件（整本）和试卷标准答案，由任课教师写明更正

原因，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学院长（主任）签字同意，教务处审查批准后，教务处修正综合

教务系统中录入的学生成绩。 

第十五条 学生缓考 

1. 学生应按学校规定的考试时间参加相应课程的考试，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提供相关材料

申请缓考： 

（1）学生因病确实不能按时参加考试，需提供市级以上（含市级）医院的医疗证明（包括挂

号单、医药费收据、检验报告、病历、医疗诊断证明等）； 

（2）课程考试时间与国家或省级重大考试时间安排冲突，需出具考试的准考证以及其它相关

证明材料； 

（3）学生确因家庭变故、不可抗力、学校公派等紧急性、重大性事件，无法按时参加考试，

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学生其他原因离校无法参加考试的，原则上不予缓考，确实对学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

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 申请缓考的流程： 

（1）上网下载《东北财经大学期末考试缓考申请表》(一式三份)，正确填写表格内容并附相

关证明材料后，交由学生所在教学单位签署意见； 

（2）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报教务处，办理缓考审批手续，手续可由学生本人办理或由其辅导

员代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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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缓考审批意见由相应教学单位及时通知学生。经批准缓考的学生，缓考课程由教务处录

入教务系统登记；未获批准且未参加考试的学生，按缺考处理。 

3. 申请缓考的时间期限： 

（1）通常情况下，缓考申请需要在课程考试开始前申请办理完成； 

（2）学生因急病、突发性事件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理，应先向所在单位请假，由其单位在

课程考试前事先告知教务处，并在考试后三日内补办手续。 

（3）考试结束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缓考申请。 

4. 其它事项 

（1）缓考课程考试时间一般在下一学期初进行。 

（2）凡弄虚作假骗取缓考资格者，一经发现，按旷考处理。 

（3）缓考申请仅适用于期末考试。 

第四章 考试命题 

第十六条 考试命题以教学大纲为依据，既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

握程度，又要考核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注重考题对启发学

生创新思维和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引导作用。 

第十七条 试题题型丰富，题量适中，难度适宜，覆盖面广。主观性试题不得与前三次考试试

题重复。 

第十八条 多位教师授课的同一课程，原则上应由教研室主任指定一名教师统一命题。确因教

学内容不同或考试形式不同的课程，经教务处批准，可按教学班单独命题，所有考试命题样卷须由

教研室主任审定，院（部、中心）主管教学院长（主任）批准后报送教务处。 

第十九条 凡闭卷笔试课程应同时拟定题目份量、难易程度、覆盖面相当的 A、B 两套试题（随

堂考试且有两个教学班分头考试的课程，应命制 A、B、C 三套试卷），供期末考试使用。 

第二十条 试题的卷面分数一律为百分制。试卷要按照学校制定的标准模版统一打印。 

第二十一条 考试命题要符合《东北财经大学试题质量标准》的要求。 

第五章 阅卷与成绩评定 

第二十二条 试卷批阅工作应由各教学单位统一组织，确保试卷安全，指定阅卷场所，不允许

阅卷教师将试卷带回家中批阅。两名以上（含两名）教师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试卷须按标准答案实行

流水阅卷，不可各自分班批阅；主观题应由任课教师批阅。试卷封皮一定要填写完全，并有教研室

主任签字。 

第二十三条 阅卷要规范，一律使用红色钢笔或签字笔阅卷，严禁使用铅笔或其他颜色笔阅卷；

阅卷教师必须在每册试卷的“试卷评阅记录”和第一份试卷的 “评阅人”上签全名。；要确保试

卷的总分与每题小分核算准确；答错或未作答题目应记“0”分；不得随意更改分数。如评分有误，

须经教研室主任同意后方可在试卷上更改成绩，应将原分数划掉，在相应空白处重新给分，并由阅

卷教师本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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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严格按参考答案或评分标准评分。评分标准要科学、合理、易于操作，论述题、

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等主观性、综合型试题要给出参考采分点；阅卷要公正，不得随意扣分、

提分；评阅试卷时应注意学生成绩的正态分布，对优秀率过低或不及格率过高的课程应对试卷和成

绩进行综合分析。 

第二十五条 学生课程考试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综合评定。平时成绩考核方式包

括平时作业、论文、课堂讨论、课堂提问、随堂测验、出勤考核等，单独组织的期中考试成绩也计

入平时成绩。平时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总评成绩的 40%，具体比例由任课教师自主掌握；若

需增大平时成绩比例，可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经主管教学院长（主任）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教

师应及时、准确地记载学生的平时成绩。 

第二十六条 阅卷工作结束后，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要进行试卷及成绩分析，形成《东北财

经大学试卷及成绩分析报告》。 

第二十七条 评阅后的试卷及相关考核材料（试卷册、答案、成绩单、成绩分析报告、考场座

次表等），由院（部、中心）办公室整理、归档。试卷的存档期为 4 年。 

第六章 成绩登录 

第二十八条 任课教师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登录学生成绩。成绩登录完毕后，

打印学生课程成绩报告单（一式二份），由任课教师和院（部、中心）主管教学院长（主任）签字

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一份留本单位存档，一份报送教务处存档。 

第二十九条 任课教师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登录成绩时使用的用户名与密码由教务处统一编

制。为保证成绩登录的安全性，教师应定期更换密码，确保用户名与密码仅供任课教师本人使用。 

第三十条 学习成绩一经评定，不得随意更改。确需更改的，任课教师须提供试卷和平时成绩

记录，经院（部、中心）主管教学领导审核、报教务处审批后方可更改。 

第七章 监考、巡考职责 

第三十一条 监考人员应按照《监考任务通知单》的要求，提前 20 分钟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

提前 15 分钟到场监考。 

第三十二条 监考人员应在考前作好考试的准备工作：按照教务处提供的考生名单顺序排座，

清点参加考试学生人数；清理学生座位上与考试无关的一切材料和纸张，宣布考场纪律；查验学生

的身份证和学生证（有准考证的考试，须同时核对考生准考证）。非本考场考生，应令其立即退出

考场；考生、证件、试卷姓名不符者，应立即查实以替考论处。 

第三十三条 监考人员应熟悉学校有关考试纪律并严格执行，在监考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自

始至终维持好考场秩序。不擅离职守，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任何事情，不看书看报，不聚集闲谈，不

吸烟，不使用无线通讯工具，不给学生暗示答案等。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第三十四条 监考人员应认真检查考生遵守考场纪律情况，对拒绝接受监考人员指令或违犯考

场纪律的考生，以违反考场纪律论处，令其退出考场；迟到 15 分钟以上的考生，不允许其进入考

场，以旷考论处；对有违纪或作弊苗头的考生，应立即给予警告；对有违纪或作弊行为的考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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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认定并终止其答卷，没收试卷和作弊物证，在试卷上注明违纪、作弊记号，令其退出考场，同

时填写《东北财经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单》，连同物证材料一并送交巡考人员或教务处。 

第三十五条 监考教师要注意掌握考试时间，并于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时提醒考生。未经教务处

批准，不得提前或延长考试时间。 

第三十六条 考试开始，准时发卷；考试结束，监考人员要当场清点考卷（收回数与发放数相

符），如实填写试卷封皮，对缺考、违纪、作弊的学生应有明确记载，并及时送交考试课程所在院

(部、中心)办公室，由办公室组织复查试卷份数、密封卷头、送交相关教研室评阅。对未交卷的学

生，监考人员要及时报学生所在院(系)办公室处理。 

第三十七条 各院(部、中心)主管教学工作的领导负责组织本单位巡考组，检查本单位负责考场

的监考情况和考场纪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全校公共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的教研室主任负责组织

课程巡考组，巡视该门课程考试的所有考场，检查试题遗漏、错误情况，解答学生在正常范围内针

对试卷提出的问题；教务处和教学督导团组织专门检查组，巡视检查考试期间所有考场，负责解决

临时出现的考务问题并检查监考人员的监考情况。 

第三十八条 巡考人员巡视检查考场后，应填写《东北财经大学考场巡视情况记录表》，认真

填写考场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并送交到教务处；巡考人员巡视检查考场时，不得影响学生的正常考

试。 

第八章 考试纪律 

第三十九条 考生应在开考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迟到 15 分钟以上和无故不参加考试者作旷考

处理；考试 30 分钟后准予交卷出场；考试期间未交卷者未经监考人员允许一律不得离开考场；未

交卷擅自离开考场者，不得重新进入考场继续答卷；考生交卷后应立即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内逗

留或在考场附近大声喧哗。 

第四十条 考试开始前，考生必须做好以下准备工作：将学生证和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放在桌面

上，以便监考教师检查、核对，无证或缺有效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必须按监考人员指定的座位入

座；将书籍、讲义、笔记本等文字材料(开卷考试科目允许的工具书和参考书除外)以及电子通讯设

备、未经允许的计算器等放在监考人员指定的地方。 

第四十一条 考生的试题、答卷、草纸等考试用纸由监考人员统一发放，并在考试结束时统一

收回，考生不得自带纸张；考生答题须使用蓝、黑钢笔或圆珠笔，除特殊规定外不得使用铅笔；答

卷须使用规定的答题纸，用其它纸张答卷无效；考生收到试卷后应检查试卷页数及印刷质量，如有

试题字迹不清、试卷分发错误或缺页等情况，考生应举手示意请监考人员处理，确认无误后方可答

题；考生在规定时间前答完试卷，应举手示意请监考人员收卷后方可离开；考试结束监考人员宣布

收卷时，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将试卷整理清楚，待监考人员收卷清点后方可离开。考生不得将试

题及答卷带出考场。 

第四十二条 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保持考场肃静，认真、诚实地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

成答卷。在考场上不得说话，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吸烟，不得偷看书、笔记、讲义等，不得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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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夹带和传递纸条，不得互换试卷、互对答案、互相抄袭，不得拖延交卷时间，不得请人代考和

代他人考试。 

第四十三条 凡不服从监考人员安排，违反考场纪律或作弊者，应以监考或巡考人员的当场判

定为准，按违纪或作弊认定并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学籍，该课程总成绩记为无效。 

第九章 考场违纪的认定及处理 

第四十四条 考生的考场违纪行为分一般违反考场纪律、严重违反考场纪律和作弊三种情节，

应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处理。 

第四十五条 考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一般违反考试纪律，监考人员应当场给予警告并予以

纠正： 

1. 未按指定位置就坐或不服从监考人员安排与指导，扰乱考场秩序者； 

2. 发放试卷时仍将书籍、讲义、笔记本等文字材料以及电子通讯设备、未经允许的计算器等留

在座位或桌内者； 

3. 考试前桌面上有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文字、公式等而未向监考人员报告者； 

4. 在桌内、座位上、桌面上发现有非监考人员所发的答题纸或草纸者； 

5. 考试中东张西望，企图偷看他人试卷者； 

6. 考试中交头接耳说话初犯者； 

7. 开卷考试中借用他人的书籍、笔记、资料、计算器等物品初犯者； 

8. 监考人员要求出示有效证件而拒绝出示者； 

9. 交卷后仍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附近大声喧哗者。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严重违反考试纪律，由学校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该门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 

1. 因上述 4、5、6、7 项中任何一种行为经警告无效再次重犯者； 

2. 在考试中传递纸条或试卷，在传递过程中即被发现的行为双方； 

3. 考试中偷看他人试卷初犯者(不论试卷更改与否)； 

4. 把答卷或有字迹的草纸移向邻座或竖起，为他人偷看提供方便的初犯者； 

5. 他人强拿自己的答卷或有字迹的草稿纸未加拒绝者； 

6. 考试结束拒不交卷继续答题者； 

7. 在考试过程中未经监考人员允许擅离考场者； 

8. 未经允许将试卷、答卷(包括答题卡、答题纸)、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者； 

9. 使用规定以外的笔或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在答卷上标

记不应有信息者； 

10. 在考试中影响他人考试的； 

11. 其他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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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以考试作弊认定，由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该门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 

1. 偷看各种资料者； 

2. 桌内、座位旁、桌面上有翻开的或答卷下面垫有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书、笔记、讲义、复习提

纲、纸条等物品者（不论看与否）； 

3. 利用书包、文具盒、衣物、允许使用的工具书及其他用品夹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书、笔记、

讲义、复习提纲、纸条等者（不论看与否）； 

4. 在考试过程中发现桌面上、座位上、抽屉里、座位旁的墙壁上、身上、允许使用的工具书上

写有与考试课程有关的内容者（不论看与否）； 

5. 考试中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或偷看并抄袭别人试卷者； 

6. 在考试中以各种方式传接答案或纸条、互对答案等的双方； 

7. 用某种示意、动作、表情互相传递有关考试信息者； 

8. 为他人提供偷看答卷或草纸机会，或者偷看他人答卷或草纸经警告又重犯者以及为他人作弊

提供各种方便者； 

9. 违反考场规则擅自使用电子设备、有文字存储功能的计算器者，接听无线通讯工具或使用手

机、掌上电脑等查看或接受信息者； 

10. 以上厕所等为借口在考试过程中离开考场并在考场外偷看有关考试内容资料，或与他人交

谈考试有关内容，或上厕所回考场时带回与考试有关材料者； 

11. 教师在阅卷中发现试卷雷同，经核实为抄袭的； 

12. 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者； 

13. （经调查核实的）其他考试作弊行为。 

第四十八条 平时作业／论文有剽窃抄袭行为的，经调查核实的，视同作弊处理。由学校视情

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该门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 

第四十九条 毕业论文（设计）有剽窃或伪造数据行为的，经调查核实的，视同作弊处理，由

学校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该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记为无效。 

第五十条 以请求、送礼、请客、威胁等手段要求老师提分、加分者，以及要求监考人员或阅

卷教师隐瞒违纪或作弊事实，干扰查证处理工作正常进行者，视同作弊处理，由学校视情节给予相

应的纪律处分。 

第十章 考场违纪处理程序 

第五十一条 考试中发现的考生违纪、作弊行为应以监考人员的当场认定为准；巡考人员发现

的考生违纪、作弊行为，应立即向考场监考人员说明情况，并由巡考人员和监考人员当场共同认定；

教师在阅卷或其他情况下发现的违纪、作弊问题，应查实后及时书面报告（连同证物）学生所在学

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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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发现考生的严重违纪和作弊行为，均须由发现人填写《东北财经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

理单》，附以必要的物证材料，一并报送教务处。 

第五十二条 教务处审核后，连同物证材料（两日内）一并报送学生工作部（学生处）。违纪、

作弊的具体处理程序，依照《东北财经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任课教师、考务工作人员、监考人员和巡考人员在考试工作中的失职行为或违反

教学纪律和考试纪律的行为，应严格按照《东北财经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的相关条款给

予处理或处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校内组织的所有考试，各院(部、中心)可依据本规定制定必要的相关

细则。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有特殊要求的考试另行制定细则。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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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学日历 

7.1 秋季学期教学日历 

序号 
时间 

（按教学周计算） 
教学安排 备注 

秋 
季 
学 
期 

暑假 期初补考网上报名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开学前 1 周 期初补考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第 1 周 重修提前报名、选修课补退选 以学院通知为准，约持续 2 周

第 1 周 复查试卷  

第 1 周 非闭卷考试申请 任课教师完成 

第 3 周 重修提前报名学生插班上课 
如有特殊情况，重修生需与任

课教师报备 

第 4 周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第 5-6 周 办理学分转换和课程换选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第 7-8 周 学生网上重修报名及缴费 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 8-9 周 期中考试 以任课教师要求为准 

第 15-18 周 辅修第二专业、攻读第二学位工作 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 16 周 
学生评教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 16-17 周 
大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导师遴选，

开会布置毕业论文 
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 17-18 周 网上选课  

第 18 周 
公共基础选修课、学科基础选修课

期末考试 
 

第 19-20 周 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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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春季学期教学日历 

序号 
时间 

（按教学周计算） 
教学安排 备注 

春 
季 
学 
期 

寒假 期初补考网上报名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开学前一周 期初补考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第 1 周 重修提前报名、选修课补退选 以学院通知为准，约持续 2 周

第 1 周 复查试卷  

第 1 周 非闭卷考试申请 任课教师完成 

第 3 周 重修提前报名学生插班上课 
如有特殊情况，重修生需与任

课教师报备 

第 3-4 周 学生重修报名及缴费 
以学院通知为准，学生插班重

修必须告知教师 

第 4 周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第 5-6 周 办理学分转换和课程换选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第 7-8 周 毕业资格审查 以学校要求为准 

第 7-8 周 学生网上重修报名及缴费 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 7-8 周 延期毕业、结业申请 以学校要求为准 

第 8-9 周 期中考试 以任课教师要求为准 

第 12-13 周 毕业论文答辩 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 16 周 
学生评教，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 17-18 周 网上选课  

第 18 周 
公共基础选修课、学科基础选修课

期末考试 
 

第 19—20 周 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期末考试  



 

 
 

 

 
 
 
 
 
 
 
 
 
 
 
 
 
 

Ⅱ.教学支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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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 

1.1 图书馆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952 年，历经 60 余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一座拥有一流

设施、一流环境、能充分利用 新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现代化、智慧型图书馆。图书馆现有馆舍

建筑面积 25000 余平方米，分南区和北区两部分。南区建筑面积 9700 余平方米，于 1984 年 9 月建

成投入使用；北区建筑面积 15700 余平方米，于 2011 年 9 月建成投入使用。 

从文献布局及功能区分布来看，图书馆南区主要包括各类中外文期刊、报纸的收藏及阅览、多

媒体阅览室、学术讨论室、培训教室、个人研究室、影像观摩室及小组研讨空间；北区主要包括各

类中外文图书（含各类年鉴及工具书）的收藏及借阅、特色馆藏资源的收藏及阅览、电子阅览室、

学术报告厅、休闲水吧、密集书库等。南北区有各种阅览座位 2500 余个。 

图书馆设有资源建设部、学习支持部（一部）、学习支持部（二部）、研究支持部、资源与服务

推广部、网络技术服务部、综合行政服务办公室六部一室。图书馆现有正式编制员工 78 名。其中：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员工 23 人，占 29%；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员工 60 人，占 77%；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员工 16 人，占 20%。 

截止到 2017 年 5 月，图书馆共有纸质馆藏图书 160 余万册，纸本期刊近 11 万册，电子图书 152

万余册，电子期刊 2 万余种，学位论文 226 万篇。同时还拥有超星、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及 Elsevier、

Emerald、EBSCO、JSTOR、SPRINGER 等中外文数据库 62 个，自建特色数据库 8 个。图书馆已基本

形成了以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为主体、兼有人文及自然科学等多种类型、多种载体的馆藏文献体系。 

1.2 开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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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馆藏分布 

图书馆建筑由南区和北区两部分组成。其中，南区建筑面积为 9,700 ㎡，北区建筑面积为 15,700

㎡，图书馆南、北两区各楼层功能布局与文献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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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字图书馆使用指南 

为指导新生迅速了解学校数字图书馆资源的查阅方法，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该项资源的使

用效率，学院特制定数字图书馆使用指南，对学生较为常用的中英文数据库的查阅方法进行说明。 

步骤 1：登陆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网站 

 登陆路径：东北财经大学网站首页   组织机构    教辅单位    图书馆 

 直接登陆网址：http://www.lib.dufe.edu.cn/ 

 图书馆首页截图： 

 

图 1  数字图书馆首页截图 

注：常用资源为中文数据库和外文数据库（图 1 中椭圆形标记），使用方法详见步骤 2 和步骤 3。 

 

步骤 2：登陆中文数据库 

 点击图 1 中椭圆形部分-中文数据库，显示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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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文数据库登录页面截图 

注： 常用中文数据库为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图 2 中椭圆形部分），文献检索方法说明详见例 1 和例 2。

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在线包库）与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本地镜像）的主要区别在于

本地镜像中的资源是对东北财经大学校内访问完全开放的资源，而在线包库中存在部分资源对我校师生尚无访问

授权。 

 

例 1 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在线包库）查阅方法 

 点击图 2 中红色椭圆形部分-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在线包库），显示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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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在线包库）首页截图 1 

可以直接在图 3 中方框标记部分选择搜索项，在右侧椭圆标记部分区域输入相应搜索关键词，

点击检索即可。 

 
例 2 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本地镜像）查阅方法 

 选择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本地镜像）进入如下页面。 

 
图 4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页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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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将以”旅游管理”相关文献检索为例进行说明。 

如欲查阅发布时间为 2017-06-01 至 2018-06-01（日期格式以系统生成的格式为准）关于“旅游

管理”方面的论文，可在“发表时间”一栏点击输入相应日期，同时在“主题”一栏输入“旅游管

理”，如图 5-1 所示，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检索文献”，即可显示图 5-2 页面。 

 
图 5-1  文献检索过程示例 1 

 

 
图 5-2  文献检索过程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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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阅某个单位某个具体作者的论文，可在图 5-2 中“作者”一栏输入作者姓名，在“作者 

单位“一栏输入单位名称，然后点击检索文献即可显示该作者曾经发表过的，被中国知网收录 

的所有论文。 

    如欲查阅曾在某个刊物发表过的论文，可在图 5-2 中“文献来源”一栏输入刊物名称，然后点击检

索文献即可显示曾在该刊物发表过的论文。 

说明：1. 所有图 5-1 中的检索功能均可单独使用或多个联合使用。 

      2. 图 5-2 方形区域中的各项功能均可应用于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如点击“发表时间”、“被

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检索结果就会按照相应的要求进行排序。 

 

步骤 3：登陆外文数据库 

 点击图 1 中方形部分-外文数据库，显示如下页面。 

 
图 6  外文数据库登陆页面截图 

 点击图 6 中的任意数据库，进入后均可根据需要查阅相关论文。下面以一个比较 

常用的外文数据库 Elsevier(爱思唯尔)（图 6 中椭圆形部分）为例，对基本的查 

阅方法进行说明。 

 

例 3 Elsevier(爱思唯尔)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查阅方法 

 点击图 6 中椭圆形部分 Elsevier(爱思唯尔)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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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lsevier(爱思唯尔)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介绍说明截图 

 点击图 7 下方的数据库访问入口，显示如下页面。 

 

图 8  Elsevier(爱思唯尔)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登录页面截图 

当登录到上述页面，可以在图 8 中椭圆形区域内输入欲检索文章的关键词，或欲检索期刊的名称；  

注：其他外文数据库的查阅方法与上述方法相同或相似，即根据查询界面提示进行查阅、下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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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萨里国际学院学生支持体系      

2.1 学业支持中心 

萨里国际学院学业支持中心专注于为学生提供课下学习资源与支持，辅助学生课堂学习，帮助

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加深学生对专业的理解，完善其学术规划，助其获得学业成功。学业支持中心

主要从学业生涯规划、学习技巧、学术写作、学习资源利用、科研工具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支持服务，

是学生学业持续进步的系统化教学支持服务和指导。多年来，学业支持中心充分学习与借鉴国际知

名高校学生咨询与教辅经验，组建符合中国学生特点的学业支持团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技能

课程和学生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学习方面的各类问题。通过学业支持中心的设立，学院希望有

效推动学院在课程设置、授课与考核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师生沟通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尝试，在完

善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生综合学业技能、提高学生整体学习体验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成为我院国际化办学的重要标志与成果。 

2.1.1  学业支持中心侧重提供以下服务内容 

 学业生涯规划。帮助学生明晰课程结构和专业发展路径，提供选课指导，分享毕业生

学习经历，为学生升学与职业发展奠定初步基础。 

 学术英语学习。学业支持中心专注学生在专业学习中遇到英文问题的解决，主要帮助

学生加深对学术写作规范的理解。 

 学习技巧。帮助学生理解在大学中如何学习并获得能够成功学习的策略与技巧，建立

良好的学习习惯，适应萨里特有的教学环境，提升学习策略元认知，完成从被动学习到自主学

习的转变。 

 科研工具课程辅助。辅助课堂教学与学生实际升学或科研需要，提供统计分析工具使

用等相关内容帮助。 

2.1.2 学业支持中心服务方式 

 讲座。针对课堂学习特点，定向提供主题讲座。目的是辅助课堂教学，对课堂教学提

供专业工具和技能补充。 

 一对一辅导。学业支持中心设专职咨询人员提供一对一辅导，处理学生学业发展遇到

的困难，并为学生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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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里国际学院学业支持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2.2 职业发展中心 

萨里国际学院职业发展中心是面向萨里国际学院全体在校生与校友，提供职业发展与职业生涯

规划辅导的专门机构。职业发展中心致力于对接企业需求与人才培养，整合优势资源，立足萨里国

际学院校企合作平台，从宏观就业环境与行业分析，到个性化职业规划与指导，再到实践操作实习

与就业，配合专业技能与个性化塑造课程，着力打造一套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 

2.2.1 校企合作咨询委员会 

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校企合作咨询委员会，在充分发挥东北财经大学和英国萨里大学两

校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优势的同时，为企业提供 新的管理前沿理论、管理模式、企业培训、

企业咨询等业务，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协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与管理问题，

增强企业的管理创新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促进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使学

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校企合作委员会是东北

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与全国知名中外合资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大中型国有企业联系的桥梁与纽

带；有助于加强萨里国际学院与企业在人才培养、科研开发、企业培训、学生实习、学生就业等方

面的深度沟通与多维合作；旨在将学生培养为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国际化人才。 

2.2.2 “职场 A 计划”系列活动 

 简历制作通识培训 

针对学生简历制作常见问题进行一对一针对性培训和指导，包括：简历设计技巧、易错点解析、

简历筛选标准、简历投递方式等。此外，通识培训还会对实习就业信息发布渠道、优质企业信

息与春招、秋招时间规划进行详细介绍。  

 简历制作分行业专题培训 

根据各个行业特点和用人要求，解读申请不同行业和岗位的简历制作技巧，帮助学生提升简历

设计的针对性，实现简历的精准投递。 

 模拟面试培训 

针对真实求职过程中的单面、群面、结构化面试、非结构化面试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指导，包括

各类面试技巧、面试中的注意事项，帮助学生在面试中展现出自身素质和能力。 

 模拟面试实战演练 

模拟面试实战演练环节，邀请各行业名企 HR 对学生求职面试进行实战模拟，并对学生现场表

现进行点评。 

 “勇往职前”求职真人秀 

    经过前期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方面的系统培训及实战演练，“勇往职前”高管群面真人秀作为

终的竞赛舞台，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高管进入校园担任比赛评委，帮助同学们从职场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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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审视自我、探索自我和提升自我。经企业高管与学生双向选择，现场发放企业暑期实习岗

位录用函。 

 暑期实习训练营 

    学院积极联系企业资源，拓展学生实习、就业渠道，为在校生提供暑期实习内推机会。实习岗

位涵盖金融、信息、住宿餐饮、房地产、批发零售等多个行业，包括市场、策划、人力资源、财务、

客户关系、新媒体等部门。“暑期实习训练营”作为萨里国际学院学生职业发展工作的品牌活动之一，

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成为萨里学生 为关注的职业发展活动之一，共为 500 余名同学提供了暑期

实习机会。 

2.2.3 职业发展个性化课程 

 高管进课堂、职场沙龙 

搭建校企交流平台、联合校友企业、分享职场信息与经验、为学生提供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管理

人员交流的机会。 

 专业技能培训课程与综合素质培训课程体系 

依托学院教学与校企合作资源，集合名企高管与精英人才制定课程方案。 

专业技能培训课程：学习专业实务操作技能，定向培养行业人才。 

综合素质培训课程：商业思维训练、领导力训练、求职技能培训、职场能力培训等个人专属能

力提升训练计划，提升求职所需硬指标和软实力。 

 “Office Hour” 一对一职业规划咨询、个性化职业测评分析与指导 

职业规划专职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给予学生职业规划、就业选择、职场技能、求

职技巧等专业性指导建议，个性化测评与解析，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方案。 

                  

职业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职业发展预约咨询系统  

 

2.3 留学指导中心 

萨里国际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留学指导中心隶属于萨里国际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

中心旨在收集、整合 有效的留学指导信息，搭建国际交流项目，给予学生留学申请建议与并提供

全方位的留学指导服务，为学生提供更多海外深造、交流交换的机会，实现留学梦想。 

2.3.1 留学咨询服务 

留学指导中心推出留学咨询服务，学生可提前进行预约，学院将由专门的老师负责接待解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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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预约流程如下： 

 Step1:添加微信号：FENGd5（陈老师） 

 Step2:扫码线上填写基本信息、咨询问题、选定时间 

 Step3:确定时间并进行咨询 

 

留学咨询预约 

注意事项： 
 请至少提前 2 个工作日提交预约。 

 留学指导中心回复时间：15:00 前提交的预约申请，学生将于次日收到微信确认通知（限工作

日）。 

 为保证资源高效利用，请按时参加咨询；未按时参加者，取消当月咨询资格。 

2.3.2 假期海外游学及短期项目 

学院留学指导中心与萨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瑞士酒店管理大学等知名学府建立合作联系，

为学生搭建参加海外名校 Summer School 和 Winter School 的平台。通过一系列的海外境外交流平

台，帮助学生快速提高英语能力，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了解国际就业市场对于学生的要

求，培养人文精神与专业素养并重的国际化实用型人才。 

萨里国际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留学指导中心将根据学生需求，陆续开发更多留学、交流、

交换、实训的机会与平台，为同学们提供更加专业的留学指导服务与资讯。欢迎关注留学指导中心

微信公众号：萨里留学指导中心 

 

    萨里留学指导中心 

2.4 校友中心 

四年大学光阴，萨里学子在“大气、感恩、凝聚、超越”的氛围中成长、成才。自 2011 年第一

批学子走出校门，三千余名萨里人已经走入社会各个领域并为梦想努力奋斗。随着毕业生数量的不

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萨里人在走出校门后保持联络，建立感情，互帮互助。2014 年，萨里国际学院

校友中心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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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毕业生、在校生与母院沟通交流的枢纽，校友中心以促进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和

团结为使命，为萨里校友提供广泛的服务与支持。无论萨里人身在何处，母院永远心系桃李，做校

友们心灵的港湾，让爱的接力在萨里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校友会体系 

学院不断完善校友会组织架构，目前已形成由各地校友分会、行业联合会、兴趣俱乐部组成的

萨里国际学院校友会体系，已经成立了大连、北京、沈阳、上海、哈尔滨、长春、郑州、厦门、深

圳和香港等地的国内校友分会，以及英国、北美、澳洲等地的国外校友分会。同时，针对金融、会

计、旅游、互联网等同行业的校友组建了一系列行业线上交流平台，促进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

校友之间行业经验分享以及互相合作提供了平台。 

校友特色活动 

校友中心相继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友活动，如校友导师计划、校友年会、经验分享会、

校友联谊聚会等。 

 校友导师计划 

学院邀请优秀校友担任在校生校外导师，搭建校友与在校学生的沟通平台，打造学院校友网络

的品牌形象。校友导师通过线上为在校生进行职业规划、行业知识及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指导，线下

带领学生进行企业实习、企业参观，分享职场经验和人生感悟，为在校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校友经验交流会 

校友中心不定期举办校友经验交流会，邀请优秀毕业生返校，举办讲座及论坛，为在校生做有

关就业、出国深造等方面的指导，增进校友与在校生互动与情感联络，为在校生提供帮助。此外，

校友行业论坛与经验交流会是校友中心今后工作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同行业校友信息交流。 

 校友交流平台 

校友中心向校友寄送《校友手册》，使其对校友工作有进一步了解。与之同时，校友中心每年

配发电子版校友杂志，在内容设置上有学校、学院重要新闻、各地校友活动、校友动态、校友及在

校学生原创文章、就业信息等，加强各地校友会和校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配合校友微信平台信

息推送，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与有效交流；SII 校友小管家作为微信服务号即时在线解决校友的各种

疑问，尽可能为校友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每年新年之际，校友中心还将向校友寄送电子贺卡送上

祝福。 

 打造校友之家，留存珍贵回忆 

位于砺金楼二楼的校友之家全面向校友开放，存放校友四年大年时光的珍贵记忆，随时欢迎校

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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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I 校友之家微信公众平台 

2.5 萨里国际学院图书馆  

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图书馆成立于 2010 年 8 月，位于砺金楼北侧，目前藏书 10591 册，

涵盖了经济、工业技术、哲学宗教、语言文学等 18 个学科，其中外文图书 6633 册，主要为双学位

课程教材及教辅图书。随着学院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图书馆将不断扩充图书种类与数量，为学生

的学业学习和课外阅读提供丰富的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自主学习平台。为了加强图书管理，

图书馆引进了图书管理系统软件，实现了图书管理电子化。同时，图书馆制定了图书借阅管理规定

等配套的管理制度，使图书馆的运行与管理有章可循，有理可依。 

欢迎加入图书馆微信平台 

 

附：图书借阅规定 

为了做到图书资源的共知共享，方便萨里学院教师和学生借阅图书，完善图书资料管理，现结

合学院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一、开馆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1:30 13:00-17:00 

二、 图书借阅细则 

第一条 此图书馆内的图书仅供萨里国际学院教师和学生外借。借阅者须持校园卡借书。校园卡

丢失，需补办后在图书馆重新录入登记，方可借书。 

第二条 外借书刊时，请认真检查所借书刊完好程度，若发现图书有批注、涂画、撕割、残缺等

情况，应立即向管理员提出。否则在还书时发现上述情况，由借阅者负责，并按此规定第六条《借

阅违章处理办法》处理。 

第三条 读者所借书刊应在规定期限内归还，还书时应在管理员查验和办妥归还手续后方可离

去。在特殊情况下，学院有权提前索还外借图书。  

第四条 读者对所借书刊必须妥善保管和使用，不得批注、涂画、撕割、损毁、丢失、损坏编码

条和磁条。如有上述违章行为者，按此规定第六条《借阅违章处理办法》处理。 

第五条  图书外借范围、册数、期限等按下列规定办理： 

1. 借阅许可范围 

①中文图书：可供教师和学生借阅。 



 

93 

②外文图书：可供教师和学生借阅。 

③期刊杂志：可供室内阅览。若需复印，可填写《杂志外借复印登记表》并签字，复印后当天

归还。 

2. 外借册数 

①萨里国际学院教师：每人每次限借阅 8 本图书。 

②萨里国际学院学生：每人每次限借阅 5 本图书。 

3. 外借天数 

①萨里国际学院教师：图书借阅期限为 150 天。 

②萨里国际学院学生：图书借阅期限为 30 天。 

4. 续借规定 

萨里国际学院教师和学生每本书只能续借一次。 

①萨里国际学院教师：图书续借期限为 15 天。 

②萨里国际学院学生：图书续借期限为 15 天。 

5. 寒暑假及节假日借书 

①借阅图书在寒暑假及节假日中到期，需在寒暑假及节假日结束后，学院图书馆开馆三日内还

清，不算超期；否则寒暑假及节假日连续计算超期。 

②借阅图书在寒暑假及节假日前到期未还，寒暑假及节假日连续计算超期天数。 

第六条  借阅违章处理办法 

（1）借用萨里国际学院教师和学生的有效证件，冒充萨里国际学院老师和学生外借图书者，一

经发现，由管理员没收证件，交学院办公室或学生管理办公室处理。 

（2）将本院图书馆图书转借他人者，如发生图书毁损、丢失，转借者须承担图书赔偿责任，并

作停借 30 天处理。 

（3）所借图书逾期不还者，从超期当日起暂时停借，并处以 1/天的罚金，直至归还超期书刊并

缴足罚金，方可允许借书。逾期一周不还者，除责令归还所借图书并缴纳相应罚金外，还作停借 30

天处理。 

（4）连续两次逾期不还者，除参照（3）缴纳相应罚金外，停借 30 天，并追究补偿责任。 

（5）对所借图书进行批注、涂画、污损、拆装、折角，但不影响内容完整者，需对所借图书进

行修复，并作停借 30 天处理。影响图书内容完整或图书无法修复者，需在两周内购买相同图书，到

管理员处办理相关赔偿手续。  

（6）图书丢失者，须在两周内购买相同图书进行赔偿，或（在图书绝版，无法购得的情况下）

按图书价格的 3-5 倍赔偿。成套图书丢失其中一本，须在两周内购买该册图书进行赔偿，或按全套

图书价格的 3-5 倍赔偿。未办理图书赔偿手续之前不得借阅图书。 

中文图书赔偿金额为图书价格的 3 倍。 

外文图书赔偿金额为图书价格的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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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实习教师突然离职、无故请假等原因出现上述违章行为的，由实习教师所在部门承担相

关赔偿责任。 

三、其他 

1. 本规定制定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 

2. 本规定 后一次修订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 

3 Surreylearn 在线学习系统 

学生可以使用英国萨里大学的学号登陆 Surreylearn 在线学习系统，获取网上教育资源。 

Surreylearn 是萨里大学在线学习系统，通过提供由授课教师设计的一系列学习活动及学习资料，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授课程，增强课堂授课效果。学习期间，由于课程的学习活动及学习资料会

不断更新，所以学生需要经常登陆 Surreylearn，查询 新的信息。 

Surreylearn 的使用方法如下：    

A．登陆 Surreylearn，地址为 http://surreylearn.surrey.ac.uk/       

B．在 Surreylearn 页面相应栏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确定”标识。    

    C．系统确认用户名及密码正确后，将显示用户所选课程。    

    D．点击课程名称，即可进入该课程 Surreylearn 系统。   

TIPS: Surreylearn 帐号开通时间以英方 IT 服务部门通知为准。 

4 教室管理 

4.1 萨里国际学院教室借用规定 

教室是进行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为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方便管理，学院特制定如下教

室借用规定： 

一、借用和使用教室/活动室过程中，应当遵守以下要求。 

1.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借用教室/活动室从事商业活动或变相的商业性活动。凡以商业活动或

变相商业活动为目的提出借用教室/活动室请求者，学院将拒绝其申请。 

2. 学院教室只作为本院教学活动、学生自习及学生活动使用，其中学生活动不可借用纳米黑

板教室。教室内桌椅均不外借、不可随意搬离，桌椅使用后需摆放回原处。 

3. 教室未排课、未借用的时间，可以作为学生自习室使用。学院不再为学生自习借用教室。

周一至周五 18 点后及周六、周日全天，纳米黑板教室关闭，学生需到其他教室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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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机关部门（如校办、团委等）组织的全校性大型活动，只可借用三楼活动室，且需严

格遵守学院的教室借用规定。 

5. 教师、学生、其他使用教室/活动室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学校及学院有关教室使用的各项规

定，不得大声喧哗，不可随意乱扔垃圾，爱护教室内设备设施，保持教室卫生整洁，服从物业相关

管理。 

二、院内学生社团、班级借用砺金楼教室/活动室，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1. 下载表格。借用申请人自行从学院网站下载打印《萨里国际学院借用教室/活动室审批表（院

内使用）》。 

2. 填写申请表。借用申请人应认真填写审批表内的借用单位、借用时间、借用原因、借用单

位意见、经办人联系方式等事项，并在经办人处签字。 

3. 借用审批。借用申请人首先需获得辅导员老师的同意并签字。经办人应当至少提前 24 小时，

将辅导员老师签字同意的审批表提交至教务办公室，由教学秘书确定教室/活动室。签字之后，经办

人需得到学院办公室负责人的签字同意。经过审批后，学院办公室留存审批表的上联，经办人留存

审批表的下联。 

4.  教室/活动室使用。使用教室/活动室时，借用申请人需将审批表的下联交由砺金楼前台，

并暂存自己的学生证件。教室/活动室使用完毕时，待门卫人员检查室内桌椅等设施无缺损后，将返

还学生证件。 

三、学校机关部门借用砺金楼活动室，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1. 下载表格。借用申请人自行从我院网站下载打印《萨里国际学院借用活动室审批表（学校

机关使用）》。 

2. 填写申请表。借用申请人应认真填写审批表内的借用单位、借用时间、借用原因、经办人

联系方式等信息。 

3. 填写借用单位意见。由借用申请人的主管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 

4. 借用审批。经办人应当至少提前 24 小时，将借用申请人主管单位负责人签字同意并加盖公

章的审批表提交至萨里国际学院学生工作部负责人审批。签字之后，由萨里国际学院教务办公室教

学秘书确定活动室是否可用，再到学院办公室负责人处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经过审批后，学院办

公室留存审批表的上联，经办人留存审批表的下联。 

5. 活动室使用。使用活动室时，借用申请人需将审批表的下联交由砺金楼前台，并暂存自己

的学生证件。教室使用完毕时，待门卫人员检查室内桌椅等设施无缺损后，将返还学生证件。 

四、教室/活动室借用人若不按规定使用教室/活动室，影响正常教学、自习秩序，情节后果特别

严重者，本院学生交由学生工作部处理，非本院学生交由申请单位处理；对私自使用学院教室/活动

室、影响教学秩序或造成设备损失的人员，将交由校保卫部门处理。 

五、其他 

1. 本制度由萨里国际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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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制度制定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 

3. 本制度 后一次修订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 

4.2 萨里国际学院借用教室审批表 

学院借用教室审批表依照借用主体分为两类，“学校机关部门使用”和“院内使用”。对于学

校机关等部门借用砺金楼活动室，需要使用《萨里国际学院借用活动室申批表》（学校机关部门使

用）；对于院内学生借用砺金楼教室/活动室的，需要使用《萨里国际学院借用教室/活动室申批表》

（院内使用）。 

两类审批表，均可在学院网站“教学管理”->“教务管理”->“下载专区”处下载。 

TIPS:不管是以社团、还是班级名义借用教室，一定要严格遵照规定，爱护环境，更要

注意不要打扰到别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