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审 计 职 业 学 院

南京审计大学合肥数字化学习服务中心

2019 年成人教育招生简章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原安徽审计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公办全

日制审计高等职业院校，隶属安徽省审计厅，业务上接受安徽省教育

厅指导。1984 年 4 月，经省编委批准成立安徽省审计干部培训班；

1985 年 2 月，改为安徽省审计干部学校；1985 年 3 月，经省政府批

准，建立安徽审计学校。1989 年，开始面向全省招生；1997 年，经

国家审计署和原国家教委批准，面向全国招生；2000 年，与安徽大

学联合办学，设立安徽大学审计学校教学点；2004 年 6 月，经安徽

省人民政府批准，升格为安徽审计职业学院；2016 年 6 月，与南京

审计大学战略合作，并经安徽省教育厅批准，南京审计大学依托安徽

审计职业学院，设立南京审计大学合肥数字化学习服务中心，联合开

展各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2017 年开始面向安徽招生。

南京审计大学，是我国唯一以“审计”命名的高等学府，是一所拥

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美誉度的财经院校，是我国审计高等教育发源地



之一。1991 年由审计署直属；2000 年，调整为江苏省与审计署合作

共建、以江苏省管理为主；2011 年变更为三部一省共建（审计署，

教育部，财政部，江苏省）。学校与国家审计署同时诞生，与中国审

计事业同步发展。积极树立“大审计”教育观，打造审计最高学府。2007

年，被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认定为中国唯一的“全球内部审计

教育伙伴”（IAEP）合作级院校，成为 IIA 在全球认定的 39所高校之

一，是全国首批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

经安徽省教育厅批准，南京审计大学合肥数字化学习服务中心，

由安徽审计职业学院负责组织南京审计大学安徽区域内专升本的招

生宣传、新生报到、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相关工作。教学地点设在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一、报名时间、报名方式

参加全国成人统一考试，由安徽省统一组织录取。

1.网上报名时间：2019 年 8 月 28 日-9 月 3 日(具体时间以安徽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通知为准)，报名的唯一官方网站为：安徽省成人

高校招生网 http://crbm.ahzsks.cn 。今年考生网上报名继续采用

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唯一性校验，报名将通过发送手机验证码完

成。考生要准确输入本人基本信息和报考志愿信息，其中专升本考生

在填写网报基本信息时，家庭地址（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栏必须填

写“安徽审计职业学院+考生姓名”“考生姓名+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安审+考生姓名”“考生姓名+安审”“as+考生姓名首拼”“ahsj+

考生姓名首拼”“安审+考生姓名首拼”“安徽审计职业学院+考生姓

名首拼”“ahsjxy+考生姓名首拼”“as+考生姓名”或“ahsj+考生

姓名”等字样。考生可以依据便利的原则，在网上报名时自行选择信

http://crbm.ahzsks.cn/


息现场确认点和确认时间，信息现场确认点与考点和函授站点无关。

报名信息提交后，记录自己的“报名号”和“密码”。考生必须在省

教育厅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逾期网上报名系统关闭不再受理

考生报名。

2.信息确认：确认时间为 9 月 6-9 日(具体时间以安徽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通知为准)。考生本人须携带身份证和“报名号”，到选定

的信息确认点办理资格审查、信息确认、摄像，没有身份证的考生不

予确认。符合照顾加分等政策规定的考生，还须携带有关证明材料原

件。

3.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通过报名网站网上缴报名考试费。考生确

认时必须是已经网上缴费，否则不予确认。

4.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持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

书的人员。

特别提醒：

1.网上报考南京审计大学专升本时，考生在填写网报基本信息

时，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通讯地址）栏务必填写“安徽审计职业学

院+考生姓名”“考生姓名+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安审+考生姓名”

“考生姓名+安审”“as+考生姓名首拼”“ahsj+考生姓名首拼”“安

审+考生姓名首拼”“安徽审计职业学院+考生姓名首拼”“ahsjxy+

考生姓名首拼”“as+考生姓名”或“ahsj+考生姓名”等字样。

2.网报时，考生一个身份证号只能报名一次，若出现重复，系统

将不予通过。凡未进行现场信息确认的考生，其报名无效。

3.网上报名填写的“电话号码”用于发送录取通知短信，必须准

确无误，且保证稳定和畅通，以便于联络。



二、办学层次及办学形式

办学层次为专科起点升本科(简称专升本)和高起专二个层次。南

京审计大学录取专升本的学生学习形式为函授，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录

取高起专的学生学习形式为业余。授课形式均为“网络+面授”，能

较好地解决学生工学矛盾。

三、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1．国家承认学历的社会各类人员均可报考（各类高等、中等学

校在校生除外）。

2．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持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经教育部电子注册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

书的人员；报考高起专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或中专（技校）学历的在职

人员和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够自理，且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报名资格审核按照皖招考[2019]20 号文件《安徽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 2019 年我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

知》执行。

四、考试时间和科目

全国成人招生统一考试科目由教育部相关部门指定并统一命题。

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6-27 日(具体考试时间以安徽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通知为准)。考试科目见下表（如有变化，按教育部最新文件

精神执行）。

层次 专科升本科 高中起点升专科

类别 经管类 文科 理科

考试科目 政治、外语、高数(二) 语文、外语、数学(文) 语文、外语、数学(理)

五、录取方法及照顾政策

1.根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投档录取规定，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被



录取的专升本考生由南京审计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高起专由安徽审

计职业学院发放录取通知书。

2.符合照顾加分条件的考生，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在考生文化考试

成绩的基础上增加相应分数进行投档（照顾加分条件详见安徽省成人

高校招生网的报考须知）。

六、开学时间及报到地点

录取通知书一般在每年 1 月份发放，开学报到时间为每年 2 月。

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须知，按规定时间到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报到。

七、学费标准

经省江苏省物价局核准，南京审计大学专升本成人高等教育学费

标准为 2000 元/学年；安徽审计职业学院高起专收费标准按照安徽省

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相关文件的规定执行，即文科类（业余）

1320 元/学年。学费标准如有调整，按新标准执行，教材费另计。

八、入学审核

开学后三个月内，学校对已报到新生进行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

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对不能通过学籍电

子注册的专升本新生，进行第一学历复核，审核未通过者，取消其入

学资格。

九、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

学生修业期满，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经教育部电子注册通过后，专升本毕业生由南京审计大学发放国家承

认学历、大学校长签章的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毕业生成绩合格并

通过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成人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后可申请授予南京

审计大学相应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高起专毕业生由安徽审计职



业学院发放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毕业证书。

十、学制及招生专业

1.专科起点本科、高起专学制均为 2.5 年。

2.招生专业：

主办院校 专业名称 科类 层次 学习形式 学制

安徽

审计

职业

学院

审计 文、理 专科 业余 2.5 年

会计 文、理 专科 业余 2.5 年

工程造价 文、理 专科 业余 2.5 年

市场营销 文、理 专科 业余 2.5 年

商务管理 文、理 专科 业余 2.5 年

电子商务 文、理 专科 业余 2.5 年

建设工程管理 文、理 专科 业余 2.5 年

主办院校 专业名称 科类 层次 学习形式 学制

南京

审计

大学

工程管理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工商管理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会计学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人力资源管理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审计学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市场营销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行政管理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电子商务 经管类 专升本 函授 2.5 年

学习服务中心网址：http://jxjy.ahsjxy.cn/

联系方式：

网址：安徽审计职业学院：http://www.ahsjxy.cn

南京审计大学：http://www.nau.edu.cn

南京审计大学继续教育：http://nauce.nau.edu.cn

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http://crbm.ahzsks.cn

本科咨询电话： 0551- 63611311/63617065 手机：13865938993

本科 QQ 咨询群：543039069

专科咨询电话： 0551- 62835143 手机：13965029161（微信同号）

专科 QQ咨询群：717470562

http://www.ahsjxy.cn
http://www.nau.edu.cn
http://crbm.ahzsks.cn/


欢迎报考

安 徽 审 计 职 业 学 院

南京审计大学（合肥数字化学习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