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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注册ACCA 
 

注册ACCA，只需简单4步，用时10分钟 

填写基本资料 选择注册
ACCA 上传身份证明 支付首次注册

费并提交注册 

*您可以选择一次性完成注册，或分开几次完成。 
 
每完成一步点击“Save and continue”都可以对已完成部分进行保存， 
方便之后用邮箱再次登录，继续完成整个注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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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ACCA全球官网 
www.accaglobal.com 
点击首页 “Apply now” 

http://www.accaglobal.com/hk/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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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注册 
 
 点击左下方红色按钮 
“Get started” 
 
在注册过程中，如需即时
帮助，您可以点击页面右
侧Web chat与ACCA注册
顾问在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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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Details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带*号为必填项） 
 
 First name  
   填您的名字的拼音 

 
 Last name 
   填您的姓的拼音 

 
 Email address 
   请务必正确填写您的
常用邮箱 

 
 点击 “Continue”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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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Details 

 Gender 
    选择您的性别 

 
 Date of Birth 
    正确填写您的出生日期（需与身份证明一致） 

 
 Nationality 
    选择您的国籍 

 
 Country of residence  
    选择您的居住国 

 
 Passcode/ Zip code 
    正确填写常用地址的邮编 

 
 Address 1  
    正确填写常用地址 
 
 Town/City 
    正确填写常住城市 

 
 Phone 
    选择国家区号后，正确填写11位数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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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Qualifications 
 
选择注册ACCA 
 
 选择ACCA Qualification 
 
 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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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Document Upload 
 
上传资料 
 
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所有非英语的文件原件均需准备已

加盖公章的翻译件。 
   （翻译件可盖学校/翻译公司公章） 
 
 原件与翻译件都需要上传。 
     
 翻译件模板可点击此处查看。 
 
 所有文件不能超过5MB，格式需为：

doc, docx, pdf, tif, bmp, jpg, gif或
png 
 

 如图，点击upload identification里
面的 Add file(s) 开始上传 

 

http://cn.accaglobal.com/info/trainee/zhengshu-1-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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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Document Upload 
 
1. Upload identification 
上传身份证明 
 
如果您使用身份证作为身
份证明， 
请在此处上传： 
 身份证原件正反面 
 已盖公章的身份证翻译

件 
 

如果您使用护照作为身份
证明， 
请在此处上传： 
 护照信息页，无需翻译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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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pload entry requirements 
上传注册ACCA所需的最低学历
证明 
 
如果您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已毕业
人士， 
请在此处上传： 
 毕业证原件 
 已盖公章的毕业证翻译件 

 
如果您是本科大一以上的在读生， 
请在此处上传： 
 学校出具的在校证明原件 
 已盖公章的在校证明翻译件 
 成绩单原件 
 已盖公章的成绩单翻译件 

 
 
 

第三步 Document Upload 
 
上传资料 
 

注意： 
如果您日后需要申请牛津布鲁克斯学位（OBU）项目，也
请在此处上传英语水平证明，如英语六级或雅思等。 
您需要在F7，8，9任意一门均未通过之前把证明发邮件给
ACCA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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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Document Upload 
 
上传资料 
 

 
 
 
 
 
 

 
3. Apply for exemptions 
如果您需要申请免考，请在此处上传 
文件。 
 
如果您是本科会计专业的毕业生， 
请在此处上传： 
 学位证原件 
 已盖公章的学位证翻译件 
 
如果您是会计专业本科大三及以上在读， 
请在此处上传： 
 成绩单及在校证明 
 以上文件的已盖公章的翻译件 
 
如果您有CICPA等的其他国内外财会专业资格，
也请一并上传相关证书或证明。 
 
海外学历和MPacc需要上传成绩单及已盖章的
翻译件 

 

*点击此处，可查看中国大陆相关学历的免考政策 
*点击此处，可在ACCA全球官网查找各类资格免考政策 

 
*如果同样的文件已经在 “upload entry requirement”处上传过了，
则无需在此处重复上传。 
 
*所有免考科目均以ACCA英国总部在收到免考资料后的审核为准 

http://cn.accaglobal.com/info/trainee/xueyuan-1-280.html
http://www.accaglobal.com/hk/en/help/exemptions-calcula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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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Document Upload 
 
上传资料 
 

 
 
 每次可同时上传多份文件 

 
 上传成功会显示绿色 

 
 所有文件上传完毕后， 
    点击 “Save & Continue”继续下一步。 

 
 如果在注册成功后，您有新的资格证书符

合免考申请，可以在之后把相关资格证明
发邮件给ACCA英国总部申请追加免考 

      邮箱：students@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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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将最后与您确认您的邮箱
地址与所需注册的资格证书。 
 
如确认无误，请把此页面继续往
下拉。 

第四步  Payment & Summary 
 
支付首次注册费提交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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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Payment & Summary 
 
支付首次注册费提交注册 

 
在此页面，显示您需要交纳的首次注册
费79英镑 
 
 请在Terms & conditions处打钩  

 
 我们建议您在是否愿意接收有关

ACCA资讯栏目里打钩，以便您能及
时收到ACCA重要信息。 
 

 点击 “Go to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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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Payment & Summary 
 
支付首次注册费提交注册 

 
在此页面，将显示四种支付方式，
分别是： 
 
 信用卡 
 支付宝 
 银联卡 
 贝宝 
 
请选择其中一种支付方式展开继续
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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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提交注册申请 

 成功支付首次注册费后，您
的ACCA注册申请将提交至
ACCA英国总部进行审核。
审核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
并以邮件的形式通知您是否
已注册成功。 
 

 提交注册后，在此页面将显
示您的7位数字的ACCA  ID。
请务必谨记您的ACCA  ID ，
这也是您以后登录My ACCA进
行报考和缴费等事项的登录
账号。您的ACCA  ID 也会在
您提交注册数分钟后发送到
您的注册邮箱里，如无收到，
请查找你的垃圾邮箱。 

 
 在收到ACCA  ID后，您可以

到ACCA全球官网上登录您
的My ACCA设置密码（操作
请看下一页），之后可登录
My ACCA查看申请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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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个人my ACCA账号登录密码 
 
登录ACCA全球官网www.accaglobal.com 

首次登录My ACCA需要先设置密码 
 
 登录ACCA全球官网，点击右上方 “My ACCA” 

 
 输入您的7位数字ACCA  ID，并点击 
      “New user-set your password” 进行密码设置 

http://www.accaglobal.com/hk/en.html


© ACCA 



© ACCA 

会员 准会员 学员 

ACCA学员、准会员及会员 

Student Affiliate Member 

已成功注册ACCA并正在

考试当中。 

 

已成功通过

ACCA14门考试 

 

已通过ACCA专业资格14门课

程考试、完成通过职业道德与

专业技能模块、并具有36个月

以上财会相关工作经验，向

ACCA提出会员申请并得到

ACCA总部的确认。ACCA会

员可以称自己为“特许公认会

计师”，并在名片上印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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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目前各报考时段的截止时间及出成绩时间，详情请点击此处到ACCA全球官网查看。 

 
2019年3月 2019年6月 

报考开放时间 2018-8-7 2018-11-6 

早报阶段截止到 2018-11-12 2019-2-11 

常规阶段截止到 2019-1-28 2019-4-29 

后期阶段截止到 2019-2-4 2019-5-6 

成绩公布时间 2019-4-15 2019-7-15 

*修改报考的截止时间是各个考季的常规报考截止时间（包括修改考点、增加、减少考试科目和退考） 

https://www.accaglobal.com/hk/en/student/exam-entry-and-administration/exam-timetab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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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目前各报考时段报考价格，详情请点击此处到ACCA全球官网查看。 

考试阶段 
报考时间 

 

考试阶段 报考时间 2019年3月 2019年6月 

第一阶段 
知识课程 
AB-FA 

提前时段 中国区无全球统考，请联系机考中心。 

常规时段 点击此处查看机国内机考中心名录。 

后期时段 （其中技能课程LW也包括在内） 

第二阶段 
技能课程 
PM-FM 

提前时段 ￡103 

常规时段 ￡108 

后期时段 ￡277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qualifications/accountancy-career/fees/fees-charges.html?countrycode=China+(Peoples+Republic+of)
http://cn.accaglobal.com/info/trainee/xueyuan-1-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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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目前各报考时段报考价格，详情请点击此处到ACCA全球官网查看。 

第三阶段 
核心课程 SBL 

提前时段 ￡180 

常规时段 ￡190 

后期时段 ￡307 

第三阶段 
核心课程SBR 
第四阶段 

选修课程P4-7 

提前时段 ￡129 

常规时段 ￡136 

后期时段 ￡307 

ACCA专业资格-成就未来（ACCA Qualification-the Future）中的创新科目“战略
商业领袖”（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简称“SBL”）将于2018年9月正式上线。 
原来的P1和P3 会被“战略商业领袖”考试取代。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qualifications/accountancy-career/fees/fees-charges.html?countrycode=China+(Peoples+Republic+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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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ACCA考试时间 

点击此处，查看ACCA考点（AB-LW on-demand 机考考点） 

点击此处，查看ACCA考点（分季统考考点 ) 

点击此处，查看ACCA考试大纲和历年考题 

点击此处，查看ACCA认可教材出版商 

点击此处，查看ACCA认可培训机构（中国区） 

https://www.accaglobal.com/hk/en/student/getting-started/important-dates.html
http://cn.accaglobal.com/info/trainee/xueyuan-1-273.html
http://cn.accaglobal.com/info/trainee/xueyuan-1-274.html
http://www.accaglobal.com/hk/en/student/exam-support-resources.html
http://cn.accaglobal.com/info/trainee/xueyuan-1-277.html
http://cn.accaglobal.com/info/organization/domestic_learning_providers-80-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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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 北京代表处    
邮箱：accabj@accaglobal.com  
电话：010-65352400 
所辖范围: 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山西，陕西，宁夏
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 
 
 
ACCA 上海代表处  
邮箱：accashanghai@accaglobal.com    
电话：021-51535200 
所辖范围: 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四川，重庆，安徽，江西，西藏 
 
 
ACCA 广州代表处  
邮箱：accagz@accaglobal.com   
电话：020-87557932 
所辖范围 : 广东，广西，福建，湖南，云南，贵州，海南 

mailto:accabj@accaglobal.com
mailto:accashanghai@accaglobal.com
mailto:accagz@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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