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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是一门语言，金融是经济的命脉。通过会计可以进行评审，做出规划；通过金融则可

以调控并实现目标。目标是否达成，在很多企业中是通过具体的财经数字来体现的。” 

 

项目简介: 

德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和教育大国，经过友好协商，四川农业大学与德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

技术大学合作，允许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在学习期间除正常完成国内段教学计划外，只要额外完成德

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科技大学规定学生在中方学习期间的课程，德方就认可中方课程及学分，这些

完成国内教学计划的学生可以赴德继续一年德国段硕士课程学习，并获得德国政府及中国政府承认

学历的硕士文凭。 

本合作项目的目标是培养的学生不仅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同时也掌握丰富实用的现代企业管

理专业知识，有助于拓宽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并赢得先机。 

 

招生对象： 

 四川农业大学计划内统招 4 年制本科在读或毕业生，专业不限。 

 大学平均成绩至少 75分以上。 

 报名时至少大学英语 4 级水平，无德语要求。 

 赴德前需取得学士学位，英语达到雅思 6.0 或大学英语 6 级。 

 

招生专业：会计与金融管理 

招生人数：每年 30 名  

授课语言：英语 

 

出国时间：每年 10 月 

 

项目学制：4+1 

即四川农业大学 4 年本科期间利用大三或大四完成德国规定国内教学计划，本科毕业后赴德继

续 1 年硕士课程学习，完成相关课程，最终获得德国大学硕士文凭。 

 

课程安排： 

国内：在大三或大四期间完成德预备课程（课程模块为：决策导向管理、信息技术管理、科学

方法论、应用金融与会计、商务英语等） 

德国：赴德国学习学制一年，共分为 3个小学期 。 

学习课程模块为：企业财务管理、资产管理、跨文化培训及辅导课、国际会计与企业年终决算、

财政学、关键技能（企业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谈判与主持培训）、资产负债表策略与资产负债表分

析、财务分析项目、论文及答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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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文凭： 

顺利完成本项目的学生先后将获得：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及学士学位    

德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硕士文凭  

 

学分和学位： 

课程采用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用标准， 

学生完成德国校方规定全部课程（修满 120 学分）， 

考试合格并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授予德国政府 

承认的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的硕士学位， 

所授学位也得到中国政府及世界各国的承认。 

 

专业学术负责人： 

莱纳 艾尔什教授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财政经济学与银行学教授 

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教务主任 

 

莱纳 艾尔什教授介绍： 

 

在波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取得大学教授资格，他先后在科隆，特里尔任教，早期还作为企业

经济学和税收学的教授在格哈德-麦卡伦大学工作四年。再接下来的几年中先后任职于德国亚琛市工

业大学，德国哈勒大学以及德国乌珀塔尔大学。1998 年他接受埃森大学（即现在的杜伊斯堡-埃森

大学）的邀请讲授金融经济学与银行学方面的课程。埃尔什教授发表过很多专业书籍及论文，其中

著名的是《管理总体论》。 

 

招生专业及介绍: 

会计与金融管理（Accounting&Finance） 

学习目标 

    在财务领域致力于从事管理或顾问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并充实自己现有的知识并把

所学知识扩展到国际范围内。除此之外，他们还进行社会能力的锻炼，而且学习如何从整体上领会

金融会计学进行战略式的管理。 

    国际会计准则与资本市场的深远变化，比如更多金融衍生物的产生和资本市场的证券化趋势给

财务会计界的专业人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务会计学对企业内部计划，监督与管理体系中产生的

问题提供了条理的解决办法，并使一个能够解决财务问题的动态系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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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方向是使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专业能力，分析能力以及社会能力，指引学生能够从最初的基础知

识的掌握到可以独立的制作复杂的符合国内和国际会计标准的财务报表。 

 

 

 

设置宗旨 

企业能否正常运营的关键就是企业 

是否具有正常有序的现金流。金融 

与财会专业就是为保证企业拥有正 

常有序的流动资金而设置的。通过 

专业学习，可帮助企业经营者发现潜在的经营风险，保证企业正常的运营活动。 

 

就业优势  

学生通过在本项目对金融与财会专业的学习，可以熟悉金融理论与实务，通过财务控制软件学

习和实际案例分析，掌握资产平衡，盈利和亏损，通过投资和融资及现金流动的专业学习，将所学

知识应用到金融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理、价值评估和风险控制等领域中。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和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国内金融机制的改革，民营的金融机构、保险机

构的不断增加，接受过良好的金融专业教育的学生，无疑具有很好的就业前景和发展机会。 

 

 

项目学生毕业后工作机会： 

可胜任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管理公司、企业

财务部门、金融监管机构的新项目的开发以及资

产顾问及管理工作。 

 

 

 

 选择 FOM 大学的理由： 

 项目课程紧贴市场需求课程设置，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分析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学生

毕业后有广阔就业前景； 

 校园环境优雅，硬件设施一流，功能齐备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及一流的基础设施在德国大学首屈

一指； 

 学校软件服务一流，学生对服务管理和任课教授讲课水平满意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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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采用多媒体的现代化授课方式并定期举办各类研讨会和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前沿领域，使

学生掌握专业领域最新的知识和技能 

 

项目优势： 

 校际合作项目，安全可靠。德国文凭含金量高，就业前景乐观； 

 所有专业的学生均可申请，无专业限制，英文授课 ； 

 项目流程安排科学紧凑，节约时间，费用低廉； 

 免审核部面试，免使馆面签，团体 APS，返签签证，签证有保障； 

 位居德国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地带，工作机会多； 

 直通车项目，特别录取条件，无需“德福“考试，德国大学来华华直接签发专业录取通知书； 

 免大使馆面签，签证有保障，接机住宿校方在赴德前均安排好； 

 

 

 

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FOM)简介: 

Fachhochschule für Oekonomie & Management   

 

 

FOM 大学坐落在美丽的北威州的埃森市。埃森市是德国第六大城市，是鲁尔区最大城市和经济

文化中心。2010 年埃森市还被评为欧洲文化中心城市。目前 FOM 大学注册就读学生约 40000 名，

是德国最大的经济管理类大学。 

FOM 大学由埃森市 (Essen)企业家协会、零售业协会、批发及外贸业联合会、区域

（Essen-Mühlheim-Oberhausen）工商会等机构联合承办。这些机构代表了在能源供应、零售

与服务、化工与玻璃制造和金属电力等行业中的重要企业。FOM 大学在我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

管信息网公布的德国大学之列。根据 2002 年 4 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政府关于互相承认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文凭，等值于

中国高等学校颁发的硕士学位文凭。 

 

 

FOM 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目前共聘请了 150 位大学教授，此外还有 500 多名资深客座教授。

许多著名公司如 Siemens AG（西门子）、BayerAG（拜耳）、DeutscheBank (德意志银行)、Bertelsmann

（贝塔斯曼传媒集团）都将 FOM 大学的教学与其高管培训紧密结合。FOM 大学在德国柏林

(Berlin)、法兰克福(Frankfurt)、汉堡(Hamburg)，慕尼黑(Munich) 等城市还设有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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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要访问 FOM 大学并发表演讲： 

           
 

FOM 大学所在的德国北威州简介： 

 

FOM 大学位于德国西部的北威州，该州是德国工业心脏、现代化技术中心和文化和媒体之州，

有 1800 万人口，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州。北威州经济发达，德国企业 50 强中有 23 强总部设在北威州，

如化工企业拜尔公司、通讯企业德国电讯、冶金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蒂森克虏伯和传媒巨人贝塔斯

曼和零售业巨头麦德龙等。北威州在欧洲也已发展为经济核心。商业、金融保险业、博览业方面，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两大中心。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集团旗下的权威杂志将北威州评为欧洲

最具经济潜力的地区。 

北威州是全德国最发达的州，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园区--鲁尔工业园区所在地。在德国 16个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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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遥遥领先并位居第一，在国际排名榜上高居第 13 位，远远领先于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德

累斯顿。  

北威州 2013 年以 5998 亿欧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据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2.0%，在各个联邦州

中首屈一指。北威州的经济总量达到欧洲（欧盟 27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5%。 

全德百强企业有 44 家总部坐落于此，同时还有超过 60 万家中小型企业，学生打工，实习，就

业机会远多于德国其他地区。  

北威州主要城市：杜塞尔多夫、科隆、亚琛、多特蒙德、比勒菲尔德、杜伊斯堡、埃森、波恩、

明斯特、波鸿等。  

 

各界知名人士对 FOM 大学的评价： 

Jutta Ludwig, 北京德国对外贸易商会总裁 

                     “国际化趋势为当今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这同样适用于中国

的年轻人。若想从众多中国高校毕业生中脱颖而出并找到一份极具前途的

工作，就必须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与众不同的能力。FOM 大学通过近年

来与中国两所大学的成功合作在此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学生通过在 FOM 

大学接受完整的经济，语言和国际文化的熏陶教育，使其在国内外都拥有

很好的就业前景。” 

 

 

Herbert K. Meyer, 德国西门子有限公司西部地区总经理 

“作为一家国际化的德国公司，我们在中国急需那些接受过实践性大学教

育并专门为国际化公司特别培养的富有价值的中国员工。FOM 大学极富

教学经验的教授不仅为中国留学生传授各类专业知识，还传授实践性很

强极具德国和欧洲特色的各类知识。中国学生通过在德国的学习，将专

业知识和国际文化很好地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很快能被跨国公司录

用并迅速融入其中。“ 

 

FOM 大学和中国高校的合作 

 

 

项目招生问答 

 

德国是怎样一个国家？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实力居于欧洲首位。德国的教育系统发达而完善，基础研究

为世界一流水平，产生了近 10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号称诺贝尔奖的摇篮，人均专利世界第一，占世

 



 8

界专利市场的 20%。德国是中国自欧洲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目前，德国

正致力于开拓中国巨大市场，他们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给懂德语的中国人。2005 年 1月，德国移民

法生效，成为第一个允许移民的欧洲国家。德国是我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中德双边贸

易额超过 1000 亿美元，2015年预计超过 2800 亿美元。 

2013 年德国成为全球第二最受欢迎移民目的国，德国 20%人口是外来移民。 

 

留学德国重要理由是什么？ 

德国高校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同时也是世界创新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重大的发明都

源自德国。目前大约有 222 万大学生在德国的 390 多所高校就读。2011 年在德国高校注册的外国留

学生人数首次超过 25万，所占比例为全德国高校学生总数的 11.4%。德国是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澳

大利亚的世界第四大留学目的国。德国拥有 16000 个学位课程，是世界上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之

一。 

德国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认可度怎样？ 

项目大学所颁发的毕业文凭被德国和中国教育部认可。在完成本硕士项目的学习后学生可在欧

盟境内参加工作，也可以继续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FOM 大学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 FOM 留德同学会 

  

 

为什么选择去德国深造？ 

 德国高校历史悠久，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院校和职业教育体系，文凭含金量全球最高，国

际通行。70%的德国人就业就会说英文； 

 德国是欧盟经济势力最强，市场最大的国家，近 22%的欧盟人生活在德国，创造的国民生

产总值占欧盟的 23%； 

 德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强国之一，依靠制造业全球领先技术成为世界经济巨人。 

 德国有 26 家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其中 17 家企业在华有投资； 

 德国进出口和贸易额稳居世界第二位，连续 10年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投资伙伴。 

 德国在中国立足的企业达到 3000 多家，直接投资项目已达 3578 个。德资企业急需大量拥

有德国教育背景的中国本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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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移民法已于 2005年正式颁布实施，德国成为欧洲第一个颁布移民法的国家。从而为外

国留学生在德国工作和居留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机会，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工作 5 年以上就可

以申请绿卡。  

 德国允许留学生合法打工，学生可以打 120 个全天或 240 个半天。  

 

《德国大学生就业重现利好 就业率和工资均提高》 

2012 年 1 月 7 日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1/17/c_122595550.htm    

据《世界大学新闻网》报道，德国高等教数据统计局日前对 1 万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毕

业 1 年的德国大学本科生失业率约为 4%，而应届毕业生表现更佳，仅有 2%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和 3%

的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均好于全国平均 5.9%的失业率。 

德国教育部部长安内特•斯卡万指出，由于目前德国劳动力市场人才缺乏，今年毕业生的就业前

景良好，所找工作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情况很少。在收入方面，大学毕业生的税前工资水平有了大

幅增长。职场新人的平均年收入为 3.3 万欧元，其中医学院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可达 5 万欧元，而人

文学科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为 2.7 万欧元。 

约 53%的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在本科毕业 1 年后选择继续学习，主要是攻读硕士学位。调查认为，

这是由于个人学习动力，而非担心失业。 

（注：2016年 12 月中国银行公布外汇牌价 1 欧元约合人民币 7.4 元）。 

 

 

《德国成全球第二受欢迎移民目的地 仅次美国》 

2014 年 5 月 20 日，路透社，http://edu.sina.com.cn/a/2014-05-22/1039243481.shtml   

德国已超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最受欢迎移民目的地国家，吸引着众

多因欧元区金融危机影响而移民的南欧人…… 

项目咨询及报名：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留学服务中心 

报名时间：2017 年 5月 10 日前 

地址：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 1 教 423室      电话：028-86291303  13880292031 田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