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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会计学专业 

国际会计创新班（ACCA 班）2018 年招生简章 

随着中国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国家、市场以及企业都迫切需要具有国际化

视野的专业财会人才。在国家层面，2010 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将金融财会人才列为经济社会重点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在市场层面，

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基础性的作用，尤其是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

市场对掌握商业语言的专业财会人才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在微观层面，企业正面临日趋

激烈的国内外竞争，需要更全面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以供决策，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专业财

会人才必将长期走俏。为了因应各方面对国际化专业财会人才的需求，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从 2015 年起开办了国际会计创新班（ACCA 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ACCA 简介 

ACCA 即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会计师专业团体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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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财会领域的 MBA 证书”。ACCA

资格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取得 ACCA 证书并满足一定条件的会员有资格在欧盟和英联

邦国家执业。 

  

二、国际会计创新班（ACCA 班）培养目标 

国际会计创新班（ACCA 班）借鉴 ACCA 全面、完善和国际化的课程体系，依托经济

学院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采用 ACCA 英文原版教材，实施英语或双语教学。本专业的目标

是培养拥有国际化视野以及思维方式，具备娴熟的专业财务英语能力、全面扎实的财务专

业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能在大型跨国企业、会计师事务所或证券金融机构从事财务和管

理相关工作的国际化专业财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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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创新班（ACCA 班）采用专门制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全面系统地培养

学生的国际化会计职业能力，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设定学分后，可取得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

证书和管理学学士学位；完成 ACCA 核心课程全球考试合格的，还将获得 ACCA 国际注

册会计师证书，成为 ACCA 准会员。 

三、项目特色 

1. 面向深圳大学 2018 级普高文、理科生源（喀什定向等特殊类考生除外）； 

2. 外院学生转入经济学院成为经济学院会计学专业学生； 

3. 单独成班，制定独立的培养方案，按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国际职业水准的高素质会计

人才； 

4. 毕业后可获深圳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证书和管理学学士学位，通过全部考试可获得

ACCA 准会员资格。 

四、项目优势 

进入国际会计创新班（ACCA 班）项目的学生有以下优势： 

1. 在修完规定学分后，可获得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会计学本科毕业证书和管理学学士学

位。 

2. 免考 5 门 ACCA 课程，大二开始可报考其余课程。通过 9 门考试（包括 5 门免考）

的学生将获得 ACCA 高级商业会计证书；通过 13 门核心课程考试的学生，可成为 ACCA

准会员，累计三年工作经验，并通过职业道德测试，可申请成为正式 ACCA 会员。 

3. 通过 ACCA 9 门考试并完成在线职业操守训练课程的学生，在提交一篇 5000 字的

英文论文及一份 2000 字左右的主要能力陈述书后，有机会获得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

用会计（荣誉）理学士学位。 

4. 优秀学生有机会获得 ACCA 中国区认证雇主提供的实习职位，还有机会和来自全

国各 ACCA 方向班的优秀学生一起参加 ACCA 财会精英培养计划。 

五、经济学院国际会计创新班（ACCA 班）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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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于 2015 年在学校和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广州代表处的支持下开

设了 ACCA 国际会计创新班并招收了第一批学生。2016 年 12 月该特色班第一次参加

ACCA 全球统考便首战告捷：2015 级罗丹霞同学取得了 F6UK（税务）单科全球第四名（中

国大陆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同时，2015 级 ACCA 国际会计创新班全体同学在 F6

全球考试中也表现出色，取得了 74.6%的通过率，远远高于全国 56.1%的平均通过率及全

球 52.5%的平均通过率。2017 年 6 月考季，罗丹霞同学再次取得了 F7（财务报告分析）

单科全球第二名（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全班统考通过率仍然保持明显优势，

达 75.5%，继续遥遥领先于 56.7%的全国平均通过率及 48%的全球平均通过率。2017 年

12 月考季，延续往年优势，2015 级在 F8（审计与担保业务）及 F9（财务管理）的全球

统考中分别取得 67%及 75%的通过率；2016 级在 F6（税务）的全球统考中取得 66%的

通过率，均高于相应科目 40%、60%及 54%的全国平均通过率。 

六、收费标准 

 经深圳市发改委核准，收取培训费 16000 元/年（不含学校本科学费），按年收取，

合计四年。ACCA 教材需学生自行购买。学生需另向 ACCA 官方交纳注册费、考试费和年

费，费用以 ACCA 英国总部当年收费规定为准。 

七、选拔方式、入学要求 

1. 以深圳大学 2018 级普高文、理科生源（喀什定向等特殊类考生除外）为招生对象，

计划招生 60 人； 

2. 根据英语（学校统一组织的新生英语水平测试）及面试综合成绩（笔试占 80%、

面试占 20%）从高到低排序，如果参加考试人数大于计划录取人数的 120%以上，则按照

原招生计划录取；如果参考人数低于计划录取人数的 120%，则按照 1:1.2 的比例进行顺

序淘汰。 

3. 该班要求入学同学学习刻苦，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及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能够承受

高强度的学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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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家庭具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能够支付额外的 ACCA 课程培训费，注册费、

年费、教材及考试费用等。 

课程设置及考试规则 

基础阶段课程列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序 号 
课程名称(中) 课程名称(英) 

知

 识 

课

 程 

F1 会计师与企业 Accountant in Business (AB) 

F2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MA) 

F3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FA) 

技

 能 

课

 程 

F4 公司法与商法 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 (CL) 

F5 业绩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M) 

F6 税 务 Taxation (TX) 

F7 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ing (FR) 

F8 审计与认证业务 Audit and Assurance (AA) 

F9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FM) 

  

专业阶段课程列表 

课

 程 

类

课 程 

序 号 
课程名称(中) 课程名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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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核

 心 

课

 程 

P1+P

3 
战略商业领袖 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 (SBL) 

P2 战略商业报告 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 (SBR) 

选

 修 

课

 程(4

选 2) 

P4 高级财务管理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AFM) 

P5 高级业绩管理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PM) 

P6 高级税务 Advanced Taxation (ATX) 

P7 高级审计与认证业务 Advanced Audit and Assurance (AAA) 

1.      考试规则 

考试每年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进行，项目课程安排对应 6 月和 12 月的考试。 

学员必须按科目的先后顺序报考，每次最多报考四门，每门考试时间同为三个小时。

及格成绩 50 分（满分 100 分）。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用会计理学学士学位。申请按照 ACCA 当年相关对定执行。

2008 年政策为通过 F1-F9 课程考试，且 F4-F9 六科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53 分。 

学员注册后须在 10 年内完成所有课程考试。 

咨询电话： 

26538977 屈老师     暑期热线：18565665432 田老师 

报名时间： 

现场报名：9 月 7 日-9 月 14 日（工作日 8:30-11:30, 14:30-17:00）， 文科楼办公

区 2523-1 

网上报名：即日起可登录 http://bs.szu.edu.cn ACCA 专区下载报名表并于 9 月 14

日前发送至 szuaccacf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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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符合“深圳大学 2018 年“拔尖创新人才”奖励计划”的学生免试录取，请于

报名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英语专业学生免笔试，请于报名时提交高考英语成绩证明复印件 

  

项目宣讲会：9 月 9 日下午 3:00  深圳大学科技楼 3 号报告厅 （请于 9 月 1 日后登

录 http://bs.szu.edu.cn ACCA 专区再次确认时间、地点） 

笔试：见学校统一安排的新生英语水平测试，测试结果作为笔试结果 

面试：9 月 16 日 （具体时间、地点请于 9 月 14 日后登录 http://bs.szu.edu.cn ACCA

专区查看） 

录取及转院手续办理：9 月 18 日至 9 月 20 日 

9 月 24 日正式上课 

相关网站： 

1.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官网：http://bs.szu.edu.cn   

2. ACCA 中国区网站：http://cn.accaglobal.com 

3.项目合作方楷博财经官网：http://www.kbfinancial.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