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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第一个面向没有财会背景的社会人士开放的会计师组织； 

 1909年，第一个对女性开放的专业会计师组织； 

 1913年，在南非成立第一个英国以外的分支机构； 

 1917年，全球首个开设税务考试的专业组织； 

 1919年，全球第一个开设成本会计考试的专业组织； 

 1988年，第一次访问中国财政部和刚成立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1991年，第一次在全球引入｢环境报告奖项｣； 

 1997年，第一个开创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国际会计师资格考试方案的专业组织； 

 2002年，行业内首个开设全球客服中心的会计师组织； 

 2011年，业内第一个发布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 的会计师组织； 

 2013-14年，全球首家将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 引入课程大纲的组织； 

 2015年，全球第一个开办MOOC课程的专业会计师组织 

 

 

 

 

 

ACCA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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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staffed offices 

ACCA active centres 

ACCA global accountancy partnerships and agreements 

110 
办公室 

7300+ 
认可雇主企业 

成立 

1904 

219,000 
会员 

527,000 
学员 

认可培训机构 
32 考点 

360 

国家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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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ACCA，“数字达尔文：在技术变革下的繁荣发展”，[2015] 
所有的资料和图象均以获得信息为目的；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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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s Experience Centre – China and Hong 

Kong 

“30 years from 
now the best CEO 
could be a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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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崛起，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资料来源：ACCA-PwC 专业洞察研究《Agile Finance and coporat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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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未来的职业商数 

“7Q” 
资料来源：ACCA专业洞察报告之《专业会计师 – 成就未来》[点击下载] 

 

http://cn.accaglobal.com/info/insights/Drivers_of_changes-87-861.html


“TEQ” 
 

 

http://cn.accaglobal.com/info/insights/Ethics_and_trust_in_a_digital_age-87-686.html
http://cn.accaglobal.com/info/insights/Ethics_and_trust_in_a_digital_age-87-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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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being an 

ACCA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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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一代：员工需要考虑的事宜 

资料来源：ACCA专业洞察报告之《财务新生代》系列 

主动开始职业规
划 

培养适应未来的
技能组合 

建立维护个人品
牌 

适应环境，从我
做起 

对平级调动保持
积极心态 

成为“内部创业
家” 

积极获取国际工
作经验 

构建维护个人网
络 

在企业内外积极
寻觅良师益友 

了解新兴技术，
拥抱职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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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个人战略课程》课程研发、授课大咖 

古典，新精英生涯创始人 

• 著名生涯规划师，个人职业发展顾问 

• 国家认证《生涯规划师》导师 

• 中国职业生涯教育专家全球职业教练（BCC）中国区
首席导师 

• GCDF全球职业规划师认证培训师 

• 主理得到《超级个体》专栏，多达8万人订阅 

• TED演讲《对生命发问，做生活的高手》，全网超千
万点击量 

• 所著书籍《拆掉思维里的墙》、《你的生命有什么可
能》、《跃迁：成为高手的技术》，畅销3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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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天学什么？ 

 清晰的职业定位 

      发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行业，找到行业
增长点 

 
 挖掘您的优势和内驱，找到核心竞争

力 

      通过深度的自我分析，挖掘自身潜能
和内驱，找到您的核心竞争力 

 
 3年职业发展战略规划 

      通过4个项目的练习，找到最优职业发
展路径，提高职业身价 

 
 
 

亮点是什么？ 

• 20堂古典老师亲自讲授的职场发展必
修课 

• 两次ACCA大咖线上职业分享 

• 职场教练全程一对一点评项目作业，针
对性答疑 

• 跟来自同样财会行业、能力相当的16

位ACCAer组队，基于共同目标深度合
作，共同打怪一起学习 

• 提供12种内部工具助您完成适合您本
人的个人发展路书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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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表（10月31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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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资讯是否最专业、紧跟前沿 

是否容聚了行业里最专业的人士 

是否提供了个人能力提升的机会，包括
培训、展现的空间等 

是否可帮助成员拓展人脉、增加同业或
跨界交流的机会 

是否可提供职业发展机会 

…… 
是否为成员提供细致、用心的服务 

By Rachel L. 

平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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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会员如何看待ACCA 

二十多年前与ACCA结缘时，我就深信她将是
中国与国际衔接的桥梁之一，也将成为我个人
事业发展的助推器。多年来，ACCA始终以她
在会计行业的领先理念、专业精神和市场高度
认可度，帮助中国的会计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对我个人而言，从职业会计
师到企业管理者，从供职于外企到成为大型国
有企业的决策者之一，职业生涯的每一次转变
也因有她而显得更加从容不迫。 

 

—— 俞浩，FCCA，全球理事会理事，深圳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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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5月的年会上，听了邱董@南方电网邱
国峰关于《审计的未来》的精彩分享后深受
启发，现场就约定尽快要登门讨教交流。 

今天受邀来到南方电网位于深圳的抽水蓄能
电厂，不仅向邱董学习交流了审计、监督管
理的经验与体会，而且还参观了这座
1200MW装机，全部技术国产化抽水蓄能电
站。为南网人的工匠精神所折服，为耗资近
60亿首座位于城区内部的水电工程所震撼！ 

 

谢谢邱董分享，更要谢谢咱们ACCA智库平台
所营造和搭建的线上与线下的沟通交流氛围
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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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ember want? 

Member Value 

Value for 
Money 

Employability 

Interaction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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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为中国会员提供的增值服务： 

超过400小时的免费CPD活动 
 

分享力训练营 
 

在北上广三地的年度峰会 
 

CFO峰会 
 

税务和财会论坛 
 

超过40场免费在线讲座 

180场免费的各地会员活动 

 

• ACCA中文求职公告板
（https://cnjobs.accaglobal.com/）
发现最适合您的职位或团队新成员 
 

• 会员推广贡献奖 
 

• 通过微信群、QQ群、LinkedIn等组建
社交媒体网络 
 

• A&B杂志、E-newsletter 
 

• 针对会员的每一个阶段提供定制化
的服务和CPD资源，及持续的支持 

https://cnjobs.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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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认为 – 会员始终是ACCA所有发展的核心 

持续领先  
超百场继续教育
（CPD）活动 

携手前进
遍布各领域的
ACCA合作伙伴  

影响行业 
ACCA专业洞察
引领未来 

职业机会 
专属你的职位公
告报 

人生伴侣 
从职场到生活的
贴心陪伴 

品牌打造 
用分享激活多样
人生 

深造学习
商学院进修及奖
学金项目 

备受认可
政府高端人才发
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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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力求成为推动财会
行业发展的第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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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字足迹 

Insights app应用 
 http://www.accaglobal.com/uk/en/member/ab/ab-

apps.html  

对社交媒体 
 扫描“ACCA中国”二维码，输入报告代码，一步下载。 

 关注之后报告代码 

网站 
 http://cn.accaglobal.com/insights.html 

 耳目一新的设计 

 按六大主题搜索 

 互动与对话 

文章页面 
 http://cn.accaglobal.com/insights.html 

 文章概述– 1000字 

 视频(中文)   

 丰富的多媒体资料 

 执行摘要 

 报告全文 

 相关文档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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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洞察团队与 
12个全球论坛  商业焦点 

• 未来（技术、商业模式） 

• 可持续发展 

• 公共部门 

• 职业道德 

教育发展 

• 教育 

商业报告 

• 税务 

• 公司报告 

• 审计与鉴证 

• 商法 

商业管理 

• 公司治理、董事会治理 

• 中小企业 

• 企业会计师 

全球会员 企业高管 专业学者 智库成员 意见领袖 

我们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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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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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重塑 

企业绩效管理 

– 专注绩效 

企业文化 

– 治理工具 

专业会计师 – 成就未来 

Constant Forward Motion: 

The evolving phenomenon of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 and the race to keep up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绩效报告 

– 关注实情 

Smarter cities, simpler cities 

– Accounting for the city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 Next: 

managing talent in finance shared services 

在阳光中成长 

– 影子经济2025前瞻 

Divided we fall, distributed we stand 

– The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guide to distributed ledgers and blockchain 

Big Data: its power and perils 

Far East to Wild West: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new gas landscape 

The ascent of digital 

会计基础设施助推“一带一路” 

The Future of Audit 

FinTech 

– transforming finance 

2017中国共享服务领域调研报告 

盈利能力与成本分析 

– 专注价值 英国脱欧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 

50 drivers of change in the public sector 

Tomorrow’s finance enterprise 

The digital CFO 

大数据引领管理会计变革 

Business models of the future: 

emerging value creation 

Culture and channelling corporate behavior 

The robots are coming? 

Implications for finance shared services 

Talent Equation: First Insights 

– Where will future enterprise talent come from? 

Planning, Budgeting and Forecasting – An eye on the fut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 

A Study of Board Structure and Process 

Market change is faster than ever 

– is your finance function in the race 

Finance shared services careers: 

opportunity or end game? 

中国企业未来100强2016版 

风险挑战文化 

G20 public trust in tax 

12大税收法则 

传递盈利性增长：财务的角色 

Reporting Risk 

Cyberwarriors with calculators 

Mapping th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landscape 

– Los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12 tenets of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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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学习 – 商学院进修及奖学金项目  

ACCA与国际顶尖的商学
院强强联手，推出专属项
目及奖学金计划，汇集众
多优质学习资源及平台支
持，满足其终身职业发展
的需求，陪伴ACCA会员
一路成长，成就自我。 

伦敦大学专业会计硕士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MBA 

曼彻斯特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FMBA 

CHEMBA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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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认可 – 政府高端人才发展计划  

ACCA会员因其国际视野、
高端专业技能和高标准的
职业操守广受认可。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将
ACCA会员纳入高端人才
发展计划。 

 

广州市高层次人才金融目录 

深圳市罗湖区高层次产业人才“菁英计划” 

成都天府新区“天府英才计划” 

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西安高新区高端金融人才引进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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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前进 – 遍布各领域的ACCA合作伙伴  

除了与众多国际知名机构
密切合作外，ACCA在中
国亦与各大顶级机构建立
了长期且深入的合作关系，
包括国内顶级商学院、政
府机构、协会、教育合作
伙伴、媒体等，从而为会
员提供丰富的分享交流平
台，且帮助会员迅速、长
久地进行自我增值。 

顶尖商学院（中欧、深高金、清华五道口、复旦管院） 

监管机构（深交所、上交所） 

行业协会（中注协、上市公司协会、保险行业协会） 

学院（三大国家会计学院、资本市场学院） 

政府（财政部、国资委） 

媒体（第一财经、《首席财务官》、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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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资料和图象均以获得信息为目的；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所有的资料、图象及其任何部分都必须包括此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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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个人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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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内强化品牌的建议 

 选择特定的工作以展示优势 

 做志愿者以提升声誉 

 参加内部和外部的演讲/分享 

 向企业内有影响力的合作者或者高管征求全方位反馈 

 花更多时间帮助组织中的初级成员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 

 成为导师 

 参与由公司内知名专家主持的任务/项目 

 完成每项工作之后要求得到反馈意见，并与能影响你职业生涯的人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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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外强化品牌的建议 

 在高端峰会、论坛中成为演讲嘉宾 

 寻找一位你所在组织之外、你想成名的领域里的导师 

 在你擅长的领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 

 在专业协会里成立一个特殊兴趣小组 

 在专业协会、特别委员会或者网络论坛委员会里成为一名委员，或者专家指导小
组成员 

 得到你所在领域的专家的推荐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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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新生代 

0082 

CFO：不断变化的
角色 

CFOC 

人才新等式：快眼
先看 

0033 

专业洞察|下一代财务人 

财务新生代：财务
共享的人才管理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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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 变革驱动力和未来技能 

17Q4  全球经济状况调研：2017年全年 

 0114 相关性竞赛： 财务职能的技术机遇  

0112 可持续发展目标：重新定义背景、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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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会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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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要仰望星空， 

不要低头看脚下。 

无论生活如何艰难， 

请保持一颗好奇心。 

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 

和属于您的成功。 
 

霍金《霍金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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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