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CA赋能成长双通道
解锁未来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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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如果这正是您所追求的
职业理想，那么ACCA
将是您不二的选择。

 

 

241,000名会员与  
542,000名未来会员  

178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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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进程加速了商业世界的变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财会专业人士：他们勇于创新、带
领行业积极发展、恪守专业准则和道德规范。他们高瞻远
瞩且具备战略性思维。

选择与我们一起学习，意味着您选择了充满机遇的未来。
我们是目前世界最具规模的专业财会组织：

在过去超过118年的岁月里，我们帮助无数像您一样有理
想抱负的年轻人获取职业上的成功。

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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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世界格局的变化，让我们不停的思考未来
的职业发展。如何在竞争加剧的职场上突围而出？如
何才能给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

ACCA源于雇主需求，备受学术认可。在提升你综合
实力的前提下帮你打开更多机遇大门。

今天，商业世界瞬息万变，财会专业人员在新的环境下需要面对各种新的挑
战。因此，我们的专才需要在变革中不断扩展视野和汲取新知识。随着中国
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中国对具备高水准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专业会
计师有着更大的需求，而ACCA会员无疑是处在转型及国际化进程中的企
业的明确选择。

高智纬 ACCA资深会员
审计服务主管合伙人，毕马威中国

拓一条赛道
多一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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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与海内外知名院校合作，备受学术认可，提供
多种上升途径，在收获专业证书的同时获取学历证
书。ACCA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BU）以及伦敦大
学（UOL）合作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合作，让您在获
取专业证书的同时有机会获取学历证书。实现学习
上的复利。

除此以外，ACCA与全国近200家知名院校合作，提
供本科及研究生合作项目，为有志之士提供更多的
学习可能性。

ACCA专业证书源于雇主需求，培养综合实力。

通过ACCA专业资格考核，意味着您不仅具备了过
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您具备着沟通，商
业分析和战略决策的能力。ACCA专业资格的考核
远不止于考试那么简单，我们还提供多样的实践机
会，提高您的综合实力。

学术技能双通道
为未来保驾护航



致力于培养国际化高端财会人才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有效的市场监管依赖于公开、透明的财务报告，而公开、透明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师的不懈努力。ACCA作
为全球最具规模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一向秉承的诚信、包容、创新和责任的核心价值，也是打造充满活力
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的专业技术保障之一。我们愉快地看到，上市公司首席财务官越来越关注财务业绩对公
司融资策略的影响、信息披露有效性对投资者决策选择的影响，并将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置于公司发
展的核心位置。衷心希望ACCA深化对上市公司的服务，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有序高效发展。

何杰  博士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前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所长

过去十年，中国会计行业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愿意继
续和ACCA等国际机构携手，共同营造知识与智慧分享的平台，为中国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和会计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扣庆  博士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联合调研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ACCA与众多相关部门与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国家审计署、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以及多个省市
的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上市公司协会。

多地政府将ACCA人才纳入高端人才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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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广受认可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ACCA在中国内地发展的30余年间，积极融入到经济发展和转型
创新的变革之中，在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教育伙伴等大力支持下，为中国培养了众多高端财会人
才和管理者。

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西安、厦门、青岛、成都、南昌、大连、宁波、武汉在内的各大城市
都已将ACCA人才纳入高端人才发展目录，或作为重点引进培养对象，在申报职称、办理人才引进及补助政
策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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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万千机会  

   在顶级雇主面前脱颖而出  

如果您希望可以站在世界舞台上，那么ACCA是您的最佳选择。
ACCA在全球广受认可，为您打开世界大门。无论是申请海外名校还
是寻求多样的职业机会，ACCA都可以成为您获取成功的基石。

当您成为ACCA会员，您将会具备雇主所需的技能组合，为什么？因
为我们的专业资格源于雇主需求，并帮助雇主解决他们未来可能面
对的挑战。

   成为领袖人物  

    

您将能胜任领导岗位，进行重大决策以及实现组织变革。您将学习
到最前沿的科技、接触最前瞻的商业洞察，以帮助您和您的团队始
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赢领未来
我们的世界瞬息万变，而企业亟需专业人才帮助他们适应变化，利
用新技术以不断实现和超越企业目标。

依靠ACCA专业资格，
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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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提供多种途径来开启ACCA的学习之旅。不管您是刚刚毕业、仍在大学学习亦或是寻求职业转型，您都能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习起点。

找到适合您的
ACCA起点

入门阶段 职业道德与
专业技能模块
 (EPSM)

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模
块作为战略专业阶段的
准备阶段，提供数字化
时代专业人士必备的专
业技能，并提高战略专
业阶段通过率。

accaglobal.com/fia

关于ACCA专业资格入门阶段 (FIA) 

课程的更多信息，尽在： 

应用知识阶段
Applied Knowledge

应用技能阶段
Applied Skills

战略专业阶段
Strategic ProfessionalFoundations

 

 

 

公司法与商法

财务报告

审计与鉴证

财务管理

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

Financial Reporting

Audit and Assura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LW

FR

AA

FM

业绩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M

 税务 
Taxation

TX

高级财务管理

 

 战略商业领袖

战略商业报告

高级业绩管理

高级税务

高级审计与鉴证

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

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dvanced Taxation

Advanced Audit and Assurance
AAA

ATX

AFM

SBL

SBR

APM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商业与技术BT

管理会计MA

财务会计FA

实践经验要求（PER）-三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必修科目

选修科目

Essentials

Options

零基础或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可从入
门阶段开始

完成大学第一学年的学习或已经
具备大学学位

已经具备其他财会类相关资格认
证、学术证明，或完成ACCA入门阶
段 (FIA) 学习

具备ACCA认可的其他专业资格

每当您通过一个阶段的考核，您都将获得阶段性的证书。完成全部应用技能阶段的考核后，您相当于完成了英国学士学位
的学习。

通过13门科目考核，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模块以及实践经验要求，您将
成为职场炙手可热的ACCA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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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

我之前获取的其他专业资格对申请ACCA
专业资格有帮助么？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BU)应用会计学学士学位
accaglobal.com/bsc

   伦敦大学(UOL)专业会计硕士学位
 accaglobal.com/msc

    

  

恭喜您

ACCA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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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完成ACCA全科考试，3年相关经验的要求以及职业
道德与专业技能模块，您就可以申请成为ACCA会员啦！获
取ACCA会员资格后您将：

如果您之前有获取过ACCA认可的其他专业资格，您将有机
会获取相应考试科目的免考资格，请查看后面关于免考的信
息。

通过我们合作的专业机构，您可以选择在获取ACCA专业资
格的同时获取相应学位。这将会让您在雇主面前大放异彩：



ACCA提供多重免试政策，帮助您更快
获取专业资格。
注意

在校生只有顺利通过整学年的课程
才能够申请免试。

针对在校生的部分课程免试政策只
适用于会计学专业全日制大学本科
的在读学生，而不适用于硕士学位或
大专学历的在读学生。

已完成MPAcc学位大纲规定课程，还
需完成论文的学员也可注册并申请
免试。但须提交由学校出具的通过所
有MPAcc学位大纲规定课程的成绩
单 ，并 附 注“ 该 学 员 已 通 过 所 有
MPAcc学位大纲规定课程，论文待完
成”的说明。

特许学位(即海外大学与中国本地大
学合作而授予海外大学学位的项目)
部分完成时不能申请免试。

政策适用于在中国教育部认可的高
等院校全部完成或部分完成本科课
程的学生，而不考虑目前居住地点。

欲申请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学士学位
的学员需放弃部分的免试。

·

·

·

·

·

·

免试政策

会计学 - 辅修专业

1门

1门

3门

5门（注1）

法律专业

商务及管理专业

5门（注1、注2）

BT

LW

BT,MA,FA

BT,MA,FA,LW,TX

BT,MA,FA,LW,TX

BT,MA,FA

BT,MA,FA,LW,TX

BT,MA,FA,LW,PM,TX, 
FR, AA, FM

会计学专业 - 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金融/财务管理/
审计专业也享受等同会计学专业的免试政策，下同）

MPAcc专业(获得MPAcc学位或完成MPAcc大纲
规定的所有课程、只有论文待完成)

教育部认可的高校毕业生

专业 免试 免试科目

专业 免试 免试科目

专业 免试 免试科目

教育部认可的高校在校生（本科）

会计学专业 - 完成第一学年课程
会计学专业 - 完成第二学年课程 3门

无免试

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2009年“6+1”制度前获得全科合格证 5门

2009年“6+1”制度后获得全科合格证 9门

注1:
      2020年12月31日（含）前注册的学员将获得“商业与技术”（BT）、“财务会计”（FA）、“管理会计”（MA）、“公司法与商法”   
     （LW）和“业绩管理”（PM）免试；
      2021年1月1日（含）起注册的学员将获得“商业与技术”（BT）、“财务会计”（FA）、“管理会计”（MA）、“公司法与商法” 
     （LW）和“税法”（TX）免试。

注2:
      部分院校的MPAcc专业已申请ACCA总部的免试审核，有多于5门的免试，具体请查询ACCA总部官网
     http://www.accaglobal.com/gb/en/help/exemption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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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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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费用根据考生报考时间不同，有所区别。报考时段分为常规报名时段和
后期报名时段。

具体费用，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中国官网费用标准 全球网站费用标准



一路相伴一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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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学习
获得ACCA资格的学习途径很多。您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我们建议您通过ACCA认可培训机构进行学习。接受学习指导的方式有很多，请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在整
个学习过程中导师都会提供支持。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学习:

在线学习或面授学习，全职或是兼职，您可根据自己的进度安排学习。
您也可以针对特定考试科目参加复习课程。当然，您还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获得很棒的资源和学习支持。
更多信息请访问ACCA中文网站学员专区。

选择适合的考试时间
我们全年会在全球500多个中心组织4次考试。大部分考试采取机考形式，使得学员可以运用真实工作环
境所需要的技能来应对考试。

提供中文服务支持
如果您有疑问或需要提供建议，我们将随时为您提供帮助。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中国客服与ACCA保
持联系。

ACCA学员小程序
ACCA为学员量身定制的小程序。涵盖ACCA Max学习资源，汇聚顶尖名师为您通过考试保驾护航。



ACCA会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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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乃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董事会成员

ACCA百年来的发展，正是会计师专业建立规范、完善教育训练、协同现在社会快速进步的过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的提升，进一步和国际社会的接轨，未来数十年也将是ACCA和中国携手前进、发展完善会计师专业的重要机遇。我
愿中国更多的年轻一代和我一样，成为ACCA大家庭的一员，让ACCA在我们的专业生涯中成为最好的伙伴，同时为
中国会计师行业国际化的进程作出我们的贡献。

李东辉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首席执行官CEO、法定代表人

ACCA作为全球最受认可的专业会计师组织，一直在为行业培养人才并引领和推动行业发展。随着吉利的全球化发
展及业务增长，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高水平专业会计人才加入吉利。我们高度重视内部人才的培养与
发展，2019年吉利与ACCA签订了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备忘录，采用ACCA的课程体系来培养我们的关键人才，并鼓励
和支持他们学习ACCA。我们也期待与全国各地开设了ACCA方向班的高校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希望有更多ACCA
学员加入吉利的管理培训生计划，与吉利一同成长。

李筱强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总经理

成为ACCA会员是一个“苦难辉煌”的历程。许多学员工作同时参加学习考试，过程充满艰辛，但从获取专业知识、增
添工作技能，以及挑战自我、实现自我的角度看，却又弥足珍贵。应当说，ACCA既是专业严谨的全球化平台，通过源
源不断输送高质量人才获得业内高度认可，又是极具活力和包容性的大家庭，可以通过它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扩展人脉资源，分享人生感悟。总体而言，加入ACCA，每个会员都会收获良多，站在高起点的平台上，必将给人生之
路平添足够的勇气、自信和色彩。

李鹏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

ACCA将专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有机融合，帮助财经人士塑造与职业路径相伴始终的目标方向和行为基准，其内涵至
少包括前瞻的视野、高标准的专业素养、道德与合规意识，以及严谨的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ACCA通过知识体系
的设计、转移和持续教育的过程，将这些目标方向和行为基准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逻辑思考、专业判断
与行为模式之中，进而支持着我们为所在的组织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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