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招聘专项活动

——南京审计大学专场招聘岗位表（一）

招聘单位（盖章）：江苏天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填报时间：2022 年 11 月 21 日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江苏天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47217092396

工作地点 秦淮区中华路 150 号 5-7 楼

事务所简介

江苏天宏华信是一家集财务审
计、工程造价咨询于一体的集团性
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实行对外分业
执业、对内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
具备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的
业务质量控制体系和现代化的信息
管理系统，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2015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ISO 45001:2018
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市
场监管部门授予的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

工作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助理

招聘人数 10

职位薪酬 4-7K/月

职位要求
1、会计、审计、财务、金融等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有较强的责任心、身体健康、能
吃苦耐劳；
3、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具有较
强的敬业精神，具备一定的沟通、
分析判断能力;
4、热爱审计行业，适应出差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殷女士

联系电话：02552853650

15805181892

单位网址招聘链接 https://rd6.zhaopin.com/job/manage

发布日期 2022/11/21

有效日期 2023/4/30



招聘单位（盖章）：江苏苏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填报时间：2022.11.19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江苏苏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6MA7JG9ET5F

工作地点 总所：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 99 号

苏州分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都

街 72 号宏海大厦 1107 室

常州分所：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 9 号

2 幢 2602 室

事务所简介 江苏苏港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2005

年，于 2022 年 4 月成功改制为特殊普通

合伙事务所，现有苏州、镇江、连云港、

扬州、泰州、无锡、常州七个分所。苏

港所致力于为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国

内大中型民营企业以及其它各类型的企

事业单位提供法定鉴证类、工程造价、

管理咨询、政府采购代理、评估、税务、

财务咨询等服务，在财政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科技经费审计、内部控制建设与

评价、经济责任审计、预决算审计、内

部控制专项审计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苏港所连续荣获江苏省行业综合评

价 5A 级，中注协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

评价中名列百强。

实习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实习生、审计助理

招聘人数 若干

职位薪酬 实习生 50-120/天，审计助理 4k-6k/月

职位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税务、审计、

财务相关专业；

2. 工作积极勤奋，严谨细致，熟悉计算



机及常用办公软件；

3．较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有愿意学习

和希望得到锻炼的愿望，能遵守制度，

服从安排。

工作岗位

岗位名称 注册会计师

招聘人数 10 人

职位薪酬 年薪 15-30 万

职位要求 1、年龄 28-45 岁，责任心强，热爱注

册会计师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

养；

2、注册会计师执业时间 3 年及以上，能

独立带队执行项目；

3、优秀的沟通和协调组织能力；管理

及团队协作意识强，能适应适当出差

联系方式

联系人：武老师

联系电话：025-86773026，18052027893

简历投放邮箱： sukong_hr@sukongcpa.com

单位网址招聘链接
http://www.sukongcpa.com/recruit/auditAss

istant

发布日期 2022-11-20

有效日期 2023-5-31



招聘单位（盖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

所

填报时间：2022 年 11 月 21 日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MA208E5W6K

工作地点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 289 号银城广场 9

楼

事务所简介

中审众环于1987年成立，注册地位于武汉，

在北京设立管理总部，是全国最早从事证

券、期货以及金融、央企等高端业务的大

型民族品牌会计师事务所，位列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行业排名第十三名，本土会计

师事务所第九名，同时也是玛泽国际的成

员所，具备为中国企业提供全球化服务的

能力。多年来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工作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助理

招聘人数 50

职位薪酬 12-15 万（年薪）

职位要求

全日制本科，会计，审计，税收、工商管

理、法学（法务会计方向）等专业。学习

能力强，报考过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且有

通过门数者优先录取。

联系方式

联系人： 丁培

联系电话： 025-52686807

简历投放邮箱：dingpeijs@zszhcpa.cn

发布日期 2022.11.21

有效日期 2023.5.31



招聘单位（盖章）：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填报时间：2022.11.18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

苏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3025692941

工作地点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50 号康缘智汇

港 19 层

事务所简介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

分所成立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注册地位

于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50 号康缘智

汇港 19 层，法定代表人为乔久华。经营范

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

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

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

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

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实习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实习生

招聘人数 若干

职位薪酬 80-150 元/天

职位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四或在读全日制研究

生最佳，财务、会计、审计相关专业，CPA

通过任意几门，能适应出差。

工作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助理

招聘人数 若干

职位薪酬 5-10K

职位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会计、审计相关

专业，CPA 通过任意几门，能适应出差。



联系方式

联系人：薛金凤

联系电话：15720806166

简历投放邮箱：x15720806166@163.com

单位网址招聘链接 http://www.jsfhjtcpa.com/

发布日期 2022.11.18

有效日期 2023.05.18



招聘单位（盖章）：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填报时间：2022.11.18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2780671648X

工作地点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67 号 1301 室

事务所简介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是经江苏省财政厅批准设立从事

法定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专门机构，其依

托南京审计大学的专业力量和南京审

计大学校友会这一平台的资源，面向全

社会提供会计、审计等专业服务。

实习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助理实习生

招聘人数 不限

职位薪酬 80-120 元/天

职位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审计学、

财务会计类、财税类相关专业优先；

（2）具备事务所审计或企业会计相关

专业经验者优先；

（3）掌握一定的财务会计审计税务等

相关知识和政策法规者优先；

（4）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勤奋主

动；

（5）具备良好的沟通应变能力及学习

能力。

工作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助理

招聘人数 10

职位薪酬 5k-8k/月

职位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审计学、

财务会计类、财税类相关专业优先；

（2）具备事务所审计或企业会计相关

专业经验者优先；



（3）掌握一定的财务会计审计税务等

相关知识和政策法规者优先；

（4）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勤奋主

动；

（5）具备良好的沟通应变能力及学习

能力。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定风

联系电话：17749591652

简历投放邮箱：

dingfengwang@nsxdcpa.com

单位网址招聘链接 http://www.nsxdcpa.com/

发布日期 2022.11.18

有效日期 2023.3.31



招聘单位（盖章）：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填报时间：2022 年 11 月 23 日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078269333Ｃ

工作地点 总部无锡、南京等

事务所简介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一家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大型专业服务机
构，是江苏省 AAAAA 级会计师事务所。总部
设在无锡，在苏州、常州、南京、扬州、南通、
镇江、常熟、泰州、徐州、上海、深圳、山东、
湖北、安徽设有执业机构，以为证券、期货、
金融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大中
型企业提供审计、税务咨询和会计顾问服务见
长。

工作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助理

招聘人数 30 人

职位薪酬 9 万元/年 起

职位要求

1、2023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2、专业不限，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财经
类相关专业优先，有相关实习经历优先；
３、能适应出差工作；
４、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责任意
识，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团队合作，具备良好
的心理素质及身体素质；
５、性格开朗，乐于合作，能在压力下保持积
极心态，有极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工作岗位

岗位名称 审计助理实习生

招聘人数 50 人

职位薪酬 60 元/天 起



职位要求

1、2023 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财经类专业优先；
２、适应出差，有责任心、爱学习。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 13806177611

简历投放邮箱：yan@gztycpa.cn

单位网址招聘链接 /

发布日期 2022 年 11 月

有效日期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