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A 卓越班项目
ACCA 卓越班是广东工业大学培养优秀高端金融财经人才的战略实施计划，采取双导师制教学模式，携手白金级
机构中博教育，集结殿堂级师资阵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全校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培养一批熟悉成
本管理，决策分析、价值评估的高端财经人才，使其成为未来财会金融行业的领军人才，为大湾区的快速发展输送
专业的高端财经人才。

一、ACCA 国际背景
ACCA（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是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的简称，又称为国际注册
会计师。ACCA 作为英国具有特许头衔的 4 家注册会计师协会之一，成立于 1904 年，经过了百年的时间经营沉淀至
今已成为全球最具规模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ACCA 拥有遍布全球的网络线，在 180 多个国家拥有 350 多个考点，
设立了 101 个办事处和中心，为全球 198,000 名会员和 486,000 名学员提供支持性专业性的服务支持。
ACCA 素以培养国际性高级财务管理专家、投融资经理、金融行业高管著称，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专业会计
师组织，ACCA 的课程全面、完善、综合性强，被誉为“财会专业的 MBA 课程”、
“国际财会界的通行证”，89%的福
布斯 500 强企业、75%的福布斯 2000 强企业和 83%的财务 500 强企业雇用 ACCA 会员和学员。
ACCA 已经毫无异议地成为全球财会领域顶尖的认证体系，广泛的被世界 500 强企业采用并成为主要的人力资源
评估标准。在全球超过 8000 家认可雇主，涉及通信、科技、生产制造、能源公共事业、快消品与零售、金融服务、
专业服务、事务所等领域。

二、ACCA 人才需求
ACCA 是国家战略层面紧缺的高端财会人才，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国家级新区总数共有 19 个，从最初 1992
年成立的上海浦东新区，到 2012 年的广州南沙新区，2014 年四川的天府新区，2017 年河北的雄安新区，以及现在
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整体经济面向好，未来 30 年发展潜力巨大，而财会金融作为重要的支持型服务行业，急需一
批优秀的财会金融精英投入到国家经济的建设中去。
1、企业高薪招聘与培养的精英人才
大部分外企、央企、国企、大中型企业在招聘财务人士时都明确标明“ACCA 优先考虑”，越来越多的企业
不惜高薪竞争招聘 ACCA 学员，如果大学生在求职时就通过 ACCA，无疑更具有竞争优势。
2、国家政策引进补贴的紧缺性人才
为了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打造创新人才高地，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成都等各地区政府都相继出台了
一些政策，给高端财经人才以相当丰厚的人才优惠、安家补贴以及落户优惠。

三、粤港澳大湾区 ACCA 人才优待政策

四、ACCA 卓越班
ACCA 卓越班是广东工业大学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财经人才培养计划”。
目前 ACCA 在全球 181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486,000 学员和超过 200,000 会员，自 1988 年进入中国以来，经
历 30 年快速发展，在中国拥有超过 24000 名会员，与国内众多知名高校（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合作，成功开办了 ACCA 专业教学班。
借鉴 ACCA 全面、完善和国际化的课程体系，依托白金级机构中博教育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采用中博教育 ACCA
精编独家教材，实施双语教学，面向全校各校区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旨在创新我校财经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一批精通国际财会准则、了解国际商业金融惯例、拥有完整的国际财务金融知识架构、广阔的国际商业视野、优
秀的英语水平以及出色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财会金融人才，能够胜任世界五百强等大型集团的财务管理及会计金融
工作，为各级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提供专业的高端财经人才，携手广州市政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财经人才高地。

五、师资团队实力
教师选拔标准：拥有三年以上顶级名企工作经验，100%国内外顶尖院校硕士以上学历，85%拥有海外学术背景；
师资教龄平均高达 7.5 年，最长教龄至 13 年；100%ACCA 持证，部分教师同时拥有多个财会金融领域证书。

六、ACCA 卓越班课程体系及计划
ACCA 卓越班课程体系包含了财会管理领域全面的知识技能，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管理学、金融投资、审
计、法律，税务，公司治理等。特别注重培养学员的分析能力和在复杂条件下的决策、判断能力，提升其整体运用
及分析能力并拓宽商务战略思维。

ACCA 课程知识专业且全面，贴紧会计行业实践知识，从学习上整个课程体系可分门为三个阶段共计 13 门课程，
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可零基础学习，从会计出发培养综合商业管理精英人才。
第一阶段为基础知识课程，主要涉及财会原理、财会信息的作用和管理领域的一些问题，完成此阶段三门考试
可获得初级商业会计证书；
第二阶段为进阶技能课程，涵盖了专业财务人员应具备的相关技能，介绍商务应用运作的法律环境并强化财务
方面的关键专业技能，完成此阶段考试可获得高级商业会计证书并提交论文并审核通过后获得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
学会计理学学士学位；
第三阶段为核心课程，分为必修课及选修课，着重于企业战略管理中的财务人员的作用，培养学员以专业知识
对信息进行评估，并在专业理论框架内提出合理的经营建和忠告。选择性课程的引入，使学员能根据自身的未来发
展或现工作环境来选择课程方向，从而强化相关领域的知识。完成此阶段课程考试可成为 ACCA 准会员，并申请伦
敦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

ACCA 课程体系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中)

课程名称(英)

会计师与企业

Accountant in Business (AB)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MA)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FA)

公司法与商法

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 (CL)

业绩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M)

税 务

Taxation (TX)

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ing (FR)

审计与认证业务

Audit and Assurance (AA)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FM)

战略商业领袖

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 (SBL)

战略商业报告

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 (SBR)

高级财务管理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AFM)

高级业绩管理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PM)

高级税务

Advanced Taxation (ATX)

高级审计与认证业务

Advanced Audit and Assurance (AAA)

基础知识阶段

技能阶段课程

必修核心阶段课程

选修核心阶段课程
(4 选 2)

七、ACCA 卓越班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建立完整的财会知识体系，打造完美求职简历）

八、学生证书展示
（4 张专业资质证书和 2 个海外学士/硕士学位）

九、ACCA 协会资深会员

十、ACCA 卓越班优秀学员风采

十一、ACCA 卓越班招生计划及时间安排
为确保 ACCA 卓越班的教学质量，实现国际化财经人才的培养目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申请，严
格准入”的原则，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要求学生必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与诚信品质；有良好的英语语
言基础；有较好的学习习惯，勤奋努力、进取心强；有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有志于在会计
师事务所、500 强企业、投资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从事财务金融等工作。
招生对象：面向广东工业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及研究生，经择优录取后，组成 ACCA 卓越班。
招生规模：广东工业大学 2020 级 ACCA 财会卓越班面向龙洞校区、东风路校区、大学城校区及番禺校区共招生
40 人。其中针对 2020 级新生开放 35 个名额，其余年级开放 5 个名额。

十二、收费标准
ACCA 卓越班课程学习时间为 3 年，周末上课（隔周），涉及费用及相关细节如下：
1、收费标准：49980 元（注：此收费标准为全校统一收费标准，学校缴纳至广东工业大学账户）
2、学费涵盖：ACCA 13 门课程的名师面授课、配套资料、学员服务费用（另赠四六级网课、初级会计网课）
3、配套资料：财务核心词汇书、全科考纲、预科网课、复习网课、13 科教材及题库、配套练习题及模拟训练
3、缴费方式：广东工业大学校园支付平台缴费（详情缴费请联系项目老师指导操作）
注：缴费成果后保留缴费凭证截图，用于校方开取学费发票
4、ACCA 全球统一认证考试的考试费、考试注册费由学员自行向 ACCA 组织缴纳

十三、报名缴费流程
1、提交报名表及面试
方式一：广东工业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在校生需获取 “ACCA 卓越班报名选拔表”填报，报考本班的同学请填好
报名选拔表单提交后台，并保持手机畅通，老师会在审批后 3 个工作日之内联系并邀约面试
附：《广东工业大学 ACCA 卓越班报名选拔表》下载地址
http://gdutacca.mikecrm.com/JpJJRXv 或者直接扫码提交

方式二：报考本班的同学请到广东工业大学各校区办公点领取并填写“ACCA 卓越班报名选拔表”。提交选拔表
后，保持手机畅通，老师会在审批后 3 个工作日之内联系并邀约面试。
2、缴费步骤说明
统一将学费转入广东工业大学对公账号，同时保留好银行汇款凭据
开户行：工行广州第三支行
账户名称：广东工业大学
银行账号：36020 2890 9000 196 985
备注栏（务必填写）：ACCA+学生姓名，如：ACCA 张三

十三、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
涂老师 15626238001（微信同号）
容老师 13711655296（微信同号）
（二）办公地址：
广东工业大学龙洞校区行政楼 102 室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教 6-109 室
广东工业大学东风路校区 3 号楼 106 室

CFA 金融精英班项目
CFA 金融精英班是广东工业大学培养优秀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金融人才的战略实施计划，采取双导师制教学模式，
携手中博教育，集结殿堂级师资阵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全校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培养一批外语优
秀、掌握国际最前沿的金融理论知识和投资分析技能、金融风险管理技能、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级金融人才，使其成
为未来金融界的领军人才，为大湾区的快速发展输送专业的高端金融人才。

一、CFA 国际背景
CFA 协会（CFA Insitute）是主办 CFA 考试和授予 CFA 特许状头衔的机构，总部位于美国，由全球性投资专业人士
会员组成，属于全球非盈利性专业机构，具有悠久的历史，负责在世界范围内主办 CFA 考试，并为全球金融投资界
制定体现职业道德的专业准则。
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是特许金融分析师的简称，是全球投资业里最为严格、含金量最高的资格认证，
为全球投资业在道德操守、专业标准及知识体系等方面设立了规范与标准。自 1962 年设立 CFA 课程以来，对投资知
识、准则及道德设立了全球性的标准，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金融专业人士资格认证，其考试被称为“全球金
融第一考”。
由于 CFA 知识覆盖面广、实用性强，加上考试的严格性，以及高标准的职业道德要求，
《金融时报》杂志于 2006
年将 CFA 专业资格比喻成投资专才的“黄金标准”，
《人民日报》也多次将 CFA 资格推荐为含金量最高证书之一，CFA
已经成为金融市场全球公认的衡量其从业人员水平的标尺。

二、CFA 持证优势
（1）CFA 是企业高薪招聘与培养的精英人才
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招聘相关岗位时都明确标明"持有 CFA 者优先"，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惜以高薪竞争招聘 CFA
持证者，如果大学生在求职时已获得 CFA 一级，无疑更具竞争优势。
（2）CFA 是各高校重点培养人才
目前，国内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等众多 985 与 211 高校，已经将 CFA 的课程体系引入到其本科、研究生的金融专业的教学任务中。
中国大陆地区部分 CFA 协会的合作高校：

（3）CFA 可享受优惠的留学政策
全球部分高校在招收研究生留学申请时，尤其是商科类专业，会参考 GMAT 成绩。如果通过了 CFA 一级，可以
申请免考 GMAT；如果通过了 CFA 三级，可以直接免去一年的研究生学习课程，例如：
克瑞顿大学：
通过 CFA 一级，可以申请硕士的投资管理和财务分析课程豁免 GMAT 的要求。
美国大学，Kogod 商学院
当你申请金融硕士（MSF）时，通过 CFA 一级考试的考生可以豁免 GMAT 的成绩要求。
波士顿大学
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资格在管理学硕士和金融服务管理硕士中的 12 个课程中可以获得 4 门在线课程豁免。
康考迪亚大学，约翰莫奈森商学院
通过 CFA 一级考试的学生，申请工商管理硕士（MBA）时，可以豁免 GMAT 入学要求。
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
CFA 一级通过的考生，可以豁免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国际金融硕士一门选修课程。
（4）CFA 可助力国内研究生面试环节
在国内研究生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需要两个环节都通过考核才能成为研究生，当考取金融方向研究生
时，导师面试环节中，有 CFA（特许金融分析师）一级证书加持，可以直观体现自身金融的专业能力，在导师心里
加分。

三、CFA 职业发展
正如获取 CFA 特许资格认证显示了投资专才对更高标准的执着追求，聘用 CFA 特许资格认证持有人也表现了公
司对此的重视。全球的雇主和传媒都将 CFA 特许资格认证视为专业标准。凭着如此广泛的认同，CFA 特许资格认证
持证人在国际职场上享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CFA 特许资格认证持有人通常就职于投资公司、互惠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或成为私人财富经理。
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多 CFA 特许资格认证持有人的雇主包括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
公司、汇丰银行、中国中信、法国巴黎银行、瑞银、德勤、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平安保险、招商局集团、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C FA 国 际 十 大 雇 主

C FA 国 内 十 大 雇 主

CFA 资格广泛授予投资领域内的专业人员，包括基金经理、证券分析师、财务总监、投资顾问、投资银行家、
交易员等等。其中包括：

四、国家战略的 CFA 人才优待政策
北京：
对拥有 CFA 等持证资格的人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同时可申请办理本市户口，最最重要的是，
持证资格人才的子女可在京参加高考，录取时享受与北京市户籍考生同等待遇等。
上海：
在《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中提出，为实现金融人才结构更趋合理，对 CFA 持证人才在出入
证、户籍、《居住证》、《外国专家证》、医疗保障、子女就学、住房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服务和便利。
广州：
广州将重点支持包含 CFA 持证者在内的 3 类高层次金融人才，其中对当年新引进的金融领军人才将一次性安家
补贴 100 万元。
深圳：
对获得特许金融分析（CFA）资格证书的高层次人才配套优惠政策，可以申请 100 平方米公租房或每月 3200 元
租房补贴。
成都：
CFA 持证人才，凭 3 年以上用工合同，直接送 5 万安家费。另外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员工持有 CFA（特许金融分析
师），凭 3 年以上用工合同等证明文件，同样享受 5 万元安家费奖励。对入选者授予“成都市特聘专家”称号，给予
100 万元的资金扶持，并享受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 11 样特优待遇。
佛山：
CFA 持证人福利政策专项津贴从 5 万元到 30 万元不等，地区补贴从 2 万元到 30 万元部等，进修津贴从 2 万元
到 20 万元不等，住房补助则从 3 万到 20 万不等。金融领军人才每年可享受行业专项津贴 30 万元，地区补贴 30 万
元，进修津贴 20 万元，住房补贴 20 万元。

厦门：
对 CFA 领军人才，5 年以上经验，一次性可领 50 万安家费。直接给钱！
温州：
最高年薪为 100 万元，高级管理人员年薪 30 万-60 万元，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为 15 万元左右。薪资根据当年平均
水平开出。每月给予县级 2000 元（在当地能租到 1 室 1 厅的房子）、科级 1600 元、科级以下 1200 元的住房补贴。
同时，西安、天津、宁波、青岛、南京等城市对于 CFA 都有相应的福利政策（具体详见地方政策文件）。

五、CFA 卓越班特色
1、科学的课程体系、丰富的教学内容
针对零基础同学，全面、细致的精讲课程，分为前导入门，扎实基础，强化知识，模考冲刺四大版块，从本质
上解决同学基础薄弱，入门困难的问题；在课程学习中，全面贴合 CFA 最新考试大纲进行知识点精讲、习题练习、
阶段串讲、考前复习、模拟测试，全面提升学习效果。
2、精品教学讲义，高质量学习资料
CFA 教学研发中心，由具有多年 CFA 教学经验的授课老师组成，经过科学的研究，并根据 CFA 考试大纲学习重
点的提炼，精心编写讲义资料，为同学发放 CFA 学习课件、考前 tips、mock 等帮助学员学习的精品资料。
3、独创教学体系，制定专属学习计划
主要根据中国 CFA 考生特点，通过阶段性、系统性、针对性的课程学习，步步深入，帮助零基础的考生打下扎
实的专业基础。
4、六大服务体系，为同学提供众多增值服务
区别于传统学校教育，学习 CFA 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提升学生的职业发展技能，涵盖了商务礼仪、笔面试技
巧、金融实训等，全面提升学员的职场竞争力。
5、投行四大&500 强职场导师跟踪辅导
资深简历高手剖析个人求职闪光点，针对性提供简历包装建议，通过对个人性格、能力特质全面剖析提供专业
的针对性简历包装建议，职场能力、求职技巧与规划长期辅导，随时随地百问百答，全面提升就业竞争力。

六、CFA 金融精英班培养体系
CFA 课程以投资行业的实务为基础，分三级别的考试，每个级别均设置了以下 10 个科目，为投资决策提供了基
础知识框架，完整涵盖了金融、经济、投资、财务与投资组合管理各方面知识。
各科占比%
科目名称

CFAⅠ级

CFAⅡ级

CFAⅢ级

伦理与职业准则

15

10-15

10-15

定量分析

12

5-10

0

经济学

10

5-10

5-10

财务报表分析

20

15-20

0

公司理财

7

5-15

0

权益证券分析

10

15-25

5-15

固定收益证券

10

10-20

10-20

衍生品投资

5

5-15

5-15

另类投资

4

5-10

5-15

投资组合管理

7

5-10

40-55

合计

100

100

100

其中 CFA 金融精英班课程设置包括下面四方面：
课程分类
CFA 学习

课程内容
金融专业英语、职业道德伦理、金融数量分析、投资组合管理、固定收益证券、金
融衍生品、财务报告分析、估值与风险分析、权益类产品定价、公司金融等

金融实务

商务沟通方式、商务演讲（双语）、数量分析与建模、行业研究与企业估值、简历
指导与面试技巧、职业素养培养

实习推荐

通过学校合作方中博教育的内推渠道，为优秀学员提供系统的财经职业发展培训，
实习，就职机会

金融实践活动

通过黑马训练营（往期参与企业：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汇丰银行、上海期货交
易所）
，英伦训练营（英国实地学习）
，股票模拟交易大赛，公司估值案例实践等活
动帮助学生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使学生积累更多的实操经验

七、师资介绍
广东工业大学 CFA 金融精英班首创双导师教学模式。由中博教育集团提供专业的精英讲师，中博教育集团现拥
有 303 名独家精英讲师，皆为 CFA 会员、FRM 会员、ACCA 会员、CMA 会员、CIMA 会员且多人同时持有 CPA 执照、
AICPA 执照、HKICPA 执照、澳洲注册会计师执照等。半数以上讲师硕士毕业于美国常春藤高校、英国 G5 高校或中国
C9 高校。中博教育集团汇集全国顶级的 CFA 讲师资源，多数讲师曾在世界 500 强机构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拥有丰富
的教学和实操经验。

八、CFA 金融精英班招生计划
为确保 CFA 金融精英班的教学质量，实现国际化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申请，
严格准入”的原则，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要求学生必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与诚信品质；有良好的英语
语言基础；有较好的学习习惯，勤奋努力、进取心强；有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有志于在投
资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从事金融等工作。
招生对象：面向广东工业大学学籍全日制本科生及硕士生，经择优录取后，组成 CFA 金融精英班。
招生规模：广东工业大学 2020 级 CFA 金融精英班面向龙洞校区、东风路校区、大学城校区、番禺校区共招生
40 人。其中针对 2020 级新生开放 35 个名额，其余年级开放 5 个名额。（招满即止）
收费标准：CFA 金融精英班的学生在缴纳广东工业大学本科专业学费的基础上，需另缴纳经广东省物价局备案
的 CFA 课程培训费 33380 元。

九、CFA 金融精英班收费标准
CFA 金融精英班课程学习时间为 4 年，周末上课（隔周），涉及费用及相关细节如下：
1、收费标准：39980 元（注：此收费标准为全校统一收费标准，学校缴纳至广东工业大学账户）
2、学费涵盖：CFA 课程的名师面授课、配套资料、学员服务费用（另赠四六级网课）
3、配套资料：全科考纲、预科网课、复习网课、全科教材及题库、配套练习题及模拟训练
3、缴费方式：广东工业大学校园支付平台缴费（详情缴费请联系项目老师指导操作）
注：缴费成果后保留缴费凭证截图，用于校方开取学费发票
4、CFA 全球统一认证考试的考试费、考试注册费由学员自行向 CFA 组织缴纳

十、报名缴费流程
1、提交报名表及面试
方式一：广东工业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在校生需获取 “CFA 金融精英班报名选拔表”填报，报考本班的同学请填
好报名选拔表单提交后台，并保持手机畅通，老师会在审批后 3 个工作日之内联系并邀约面试
请向容老师/钟老师获取“CFA 金融精英班报名选拔表”。
方式二：报考本班的同学请到广东工业大学各校区办公点领取并填写“CFA 金融精英班报名选拔表”。提交选拔
表后，保持手机畅通，老师会在审批后 3 个工作日之内联系并邀约面试。
2、缴费步骤说明
统一将学费转入广东工业大学对公账号，同时保留好银行汇款凭据
开户行：工行广州第三支行
账户名称：广东工业大学
银行账号：36020 2890 9000 196 985
备注栏（务必填写）：ACCA+学生姓名，如：ACCA 张三

十一、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
容老师 13711655296（微信同号）
钟老师 18321317592（微信同号）
（二）办公地址：
广东工业大学龙洞校区行政楼 102 室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教 6-109 室
广东工业大学东风路校区 3 号楼 106 室

国际财务管理人才培养项目
为满足我国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化会计人才及管理会计人才的需要，创新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拓展学生的成长空
间和就业渠道，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管理会计人才，我校重点开设 CMA 国际菁英名企班，并面向全校选拔优
秀学生重点培养。响应财政部在 2016 年 10 月发布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管理会计列为“行
业急需紧缺人才”，并计划到 2020 年，培养 3 万名“精于理财，善于管理和决策”的管理会计人才的决策，同时满
足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单位、企业对国际化管理会计人才的迫切需要，广东工业大学与中博教育共同创办高端管
理会计人才培养计划，创新我校财会人才培养模式，扩宽学生的前沿学术思维与就业渠道，打造一批具备国际财务
管理知识、精通企业商业需求预测、决策分析、绩效管理、风险管理等“战略层面”能力的管理人才。

一、CMA 国际背景简介
CMA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认证（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是 IMA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对会计和财
务人士的认证。全球超过 100000 名会员，目前中国区会员近 18,000 名。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是 IMA 于 1972
年推出的针对管理会计领域的财会认证，是目前全球管理会计及财务管理领域的资格认证。拥有中/英文双语试卷的
CMA 认证被列为中国国际化人才重点培养项目。
CMA 不仅是财务专业人士的权威鉴定，也是财务专业人士的“国际通行证”。其课程内容国际化，注重与行业
界接轨，培育实干人才，其所侧重的财务计划、分析、控制及决策支持等内容与当今财务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所应用
的专业知识、技能与能力保持一致，被誉为全球财务的黄金标准。CMA 全面的知识体系、考试内容几乎涵盖所有
MBA 课程，因此被誉为 Mini 工商管理课程。
CMA 由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引进，全球 180 个国家认可，被列为国家财经人才重点培养项目，获得财政部、国
资委、各大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和青睐。自 2009 年正式被引入中国以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凝聚财务高管和企业决
策制定者的高端平台。其会员遍布工商界、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各类非营利机构内部。目前，CMA 已经毫无异议
地成为全球管理会计第一认证体系，CMA 资格更是广泛地被世界 500 强企业采用并成为主要人力资源评估标准。

二、广东工业大学 CMA 星耀班培养目标
为了响应国家经济发展对 CMA 人才的需求，全国高校倾斜优势资源培养精英人才，学校特与 2020 起设立 CMA
人才培养班级。CMA 星耀班是广东工业大学与中博教育共同创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财会人才培养计划”，集结
全校优秀的师生资源，采取双导师制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届时将面向全校选拔 35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
重点培养，培养一批熟悉成本管理，决策分析、价值评估的高端财会人才，使其成为未来财会行业的领军人才，为
大湾区的快速发展输送专业的高端金融财会人才。
广东工业大学 CMA 星耀班的开设，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就业选择机会。是本科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的结合，
是在校期间大学生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国际职业资格认证” 1+1“双证书”的选择。两门综合课程所学知识系统专
业，切合职场需求，毕业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到实际的工作中去。CMA 星耀班集结优秀的师生资源，学
习国际最前沿的财会管理知识，届时将面向全校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各级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提供专业
的管理人才，打造广州高端管理会计人才高地。CMA 星耀班创新采用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不定期为学生提供企业参
访，就业内推，商业酒会，案列大赛等等，全面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帮助学生直通名企。
加入 CMA 星耀班，你将收获：
1、在校期间考取高含金量证书
2、享受不限次数实习推荐服务
3、独家精英讲师，独家精编教材，搭配精编题库
4、特设奖学金计划，帮助优秀学生减轻考学压力
5、提升三大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决策支撑能力+风险管控能力
6、CPA、ACCA 学不到的财务管理课程，掌握“财务+业务+管理”的知识体系
7、适用范围远大于财务会计和审计，就业广、升职快、更有利于向高层管理岗位发展
8、“面授+智能网课+直播+在线题库+在线答疑”等多平台全方位学习模式,小班制授课
9、求职经验分享、企业高管面对面交流、优秀学长学姐交流会、节日沙龙等不限量学员活动

三、CMA 星耀班课程设置
1、核心财会管理知识课程体系
CMA 的知识体系涵盖会计、战略、管理、金融、财务等多方面，紧贴企业实务，目的在于扩大财务人员的知识
广度，培养其运用商业分析和专业财务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财务人员从记录者到决策支持者的角色转变。

——科学的课程体系，丰富的教学内容
——精品教学讲义，高质量学习资料
——互联网学习平台支持，CMA 在线题库训练
2、专业职场能力培养体系
针对大学生所处的年级专业提供一系列阶段性的职业能力培养课程以及职业发展服务，帮助大学生认知自我，
扫清求职盲点，为进入职场做好基础准备。

四、CMA 星耀班课程特色
1、师资介绍
采用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由中博教育提供专业的精英讲师。中博教育汇集全球顶级的 CMA 讲师担任授课老师，
多数讲师曾在世界 500 强机构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拥有丰富的教学和实操经验。
2、极致的课程体系，高分通关保证
（1）科学的课程体系，丰富的教学内容
P1、P2 两科课程均包含前导网课、专业课精讲、考前串讲、模拟考试与模拟考试讲解五大部分，各科目课时约
为 130 课时。老师将结合 CMA 最新考试大纲进行知识点精讲、习题演练、阶段串讲、考前复习、模拟测试，全面提
升学习效果！
（2）精品教学讲义，高质量学习资料
中博教育拥有独立的教学研发中心，由具有 CMA 丰富教学经验的授课精英讲师组成。通过提炼 CMA 考试大纲
学习重点，精心编写讲义资料，并为学员发放优质的学习课件、考前 Tips、考前 Mock 等助力学员通过的精品资料。
（3）互联网学习平台支持，CMA 在线题库训练
中博教育旗下在线教育学习平台—中博课堂，支持点播、直播、在线题库、手机 APP 端、在线答疑、社区、财
经资讯等，全面支持互联网在线学习。中博教育 CMA 在线测试题库，提供针对性的备考训练，夯实基础，全面提升。
（4）干货技能学习平台
中博教育在线平台分享了丰富的干货资料，如 CMA 备考专题、行业干货、名师考前串讲、高分学员分享等，为
学员提供最适合个人职业发展的指导建议，提前获取企业、求职、求学信息，获取 offer 快人一等！
（5）中外精英教育培养模式
采用中国应试教育的优点，同时引用启发教育模式，培养学员逻辑思维能力、发散性思考能力。配备财务英语
课程，全面提升学员企业适应度，打造具备商英能力的五百强企业所青睐的人才。
3、免费重修服务
面授科目挂科前一期出勤率达到 90%/网课科目挂科或报考但未参加考试，均可在你报读科目数量对应的有效学
籍内免费重修，重修可选择网课重修或者面授课程重修
4、个性化的教务服务
P1 或 P2，单科成绩 420 分以上获得者，可获得 1500 元奖学金；
在同一考试窗口，各科目第一次参加考试且一次性通过 2 门考试，可获得 3000 元奖学金。
5、竞争优势明显，高认可，高薪资，高职位
（1）注册、报考、预约全流程服务
（2）讲师零距离沟通
（3）专属学员群、专属班主任
（4）专属教务制定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案
（5）定期的学员活动唯一被国家

五、CMA 高端人才需求
上海：
2017 年初，上海发布了《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持有 CPA、ACCA、CMA、CIA、CISA
等会计证书的人才都是“十三五”金融人才规划的开发对象。其中，CMA 属于人才大类中专业服务类金融紧缺人才
范畴，人才子类中的“金融财会人才”。
在《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中提出，为实现金融人才结构更趋合理，对符合《目录》的各类
人才在出入证、户籍、《居住证》、医疗保障、子女就学、住房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服务和便利。
北京：
对拥有 CMA/CPA/ACCA/CFA/FRM/AIA 等持证资格人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同时可申请办理本市
户口，最最重要的是，持证资格人才的子女可在京参加高考，录取时享受与北京市户籍考生同等待遇等。
深圳：
对获得 CMA、CPA、ACCA、CFA、FRM、AIA 等资格证书人才在深圳金融企业或一级分支机构担任部门主要负责
人从事相应专业工作 5 年以上者；给予购房优惠政策。
成都：
CMA 是四川“天府英才计划”高级人才认定范围。2017 年，四川成都为建设国际化一流人才高地，引入国际化
人才，发布《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天府英才计划”实施办法》。成都明确规定，持有 CMA 证书的人员可以申报为
高级人才的 B 类人才，享受 80 万元补贴。
浙江：
CMA 入选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国际人才库推荐名单。浙江省为推动省内经济发展，提高人才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率，2018 年 6 月，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把 CMA 列入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国际业务人才库推荐名单。

六、CMA 星耀班优势
1、竞争优势明显，高认可，高薪资，高职位
作为唯一被国家引进的国际证书，CMA 在全球的认可度非常高，不仅受到央企、国企、500 强企业追捧，且所
从事岗位都是中高层的管理岗，薪资相对较高且更容易往管理层发展，部分高级管理人才年薪可达到 80-100 万。
2、CMA 是国家战略层面紧缺的高端财会人才
（1）2017 年初，《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将 CMA 列入专业服务类金融财会紧缺人才。
（2）2017 年，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式推出“天府英才计划”，CMA 属于高级人才 B 类范畴，规定按照认定的人
才类型奖励补贴标准为 80 万元，享受入户、住房安居等各项政策服务保障。
（3）2017 年，“深圳国税公务员招录高精尖人才”将 CMA 列为证书资质要求之一。
3、就业广泛，职业发展起点高

与传统财务会计不同，管理会计培养的是“财务+业务+管理”人才，直接参与到企业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过程
中，比 ACCA、CPA 更适合向管理岗晋升，就业面更广、升职更快、不仅仅中高层财务岗位，取得 CMA 认证对于工
作后走上管理岗位奠定坚实基础。
4、大学期间学习 CMA 的优势
相较于其他国际认证的十几门科目来说，CMA 更重视精简和效率，两门考试都是实操性比较强的知识，提取的
知识点也都是工作中用得到的，不需要像中国考试背很多理论知识，因此也为跨专业想学习财务管理知识的同学提
供了便利。
5、提高财务实践能力
CMA 课程实践性与实战性较强，注重考察解决实际财务问题的能力，培养财务人员预算预测、成本管理、内部
控制、财务分析等方面的技能，能够推动企业绩效增长，为企业创造价值。学习 CMA 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在财务实
践上的欠缺。
6、知识面广，与大学知识互补
大学专业课程知识体系较基础，CMA 课程覆盖面广，涉及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经济、金融等领域，扩宽财务
会计从业人员知识广度及深度，培养其预测商业需求及制定战略、决策等能力。
6、学习周期短，大学期间易考取，费用更低
通过率高，唯一可以用中文考试的国际财经证书；周期短，一年左右时间完成考试，进入职场前提前掌握财务
管理知识。大学生学习成本低，注册费、考试费是成人的一半。此外，大学时期学习氛围好，有充裕的时间，精力
比较充沛，记忆力强，更有利于通过考试。通过学习转换管理思维，也有利于其他课程的学习。IMA 还为学生提供
非常丰富的学习资源如战略财务杂志，案例、管理研究行业报告等。包括为学生提供多种项目活动，案例大赛、CMA
认证、学术会议以及在线交流机会。

七、CMA 星耀班招生计划及时间安排
1、招生对象：面向广东工业大学学籍全日制在校生，面试后择优录取。
2、招生规模：全校招生 35 名学生
3、招生流程：
（1）提交《广东工业大学 CMA 星耀班选拔申请表》
（2）参加面试选拔，明确学习决心与信念
（3）缴纳学费，建立档案，正式成为广东工业大学 CMA 星耀班学员
（4）上课时间地点安排：校内周末上课，具体待学校通知
CMA 星耀班报名表请添加老师获取

八、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
钟老师 18321317592（微信同号）
（二）办公地址：
广东工业大学龙洞校区行政楼 102 室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教 6-109 室
广东工业大学东风路校区 3 号楼 106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