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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8 级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招生简章 

 

四川外国语大学财务管理（ACCA）卓越人才教改班，致力于培养高综合素质和高

学术水平的、能够胜任国际范围竞争的，国际化财会、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体现了我院国际化教育教学水平。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与楷博财经、ACCA 成都代表处将在每年 9 月，面向国

际商学院应届新生进行二次招生，组建财务管理（ACCA）卓越人才教改班。 

一、  ACCA 协会简介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简称 ACCA，特许公认会

计师公会）成立于 1904 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全

球性专业会计师组织，以培养国际性的高级财务管理专家、财务总监、投资融资经理、金

融行业高管著称。其高质量的课程设计，高标准的考试要求，高水平的考试安排，赢得联

合国和大量国际性组织的高度评价，更为众多的跨国公司和专业机构所推崇。ACCA 执业

资格证书全球公认，被誉为“财会领域的 MBA 证书”。ACCA 现有会员、毕业生和学员

约 30 万人，分布在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会员在政府机构、大型跨国企业、著

名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以及证券金融企业担当重要职务。ACCA 课程全面、完善及先

进兼备，现已被联合国采用作为全球会计课程的蓝本。  

已开设此类教改班的其他国内部分高校：重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

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国

际教育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海

外留学服务中心，浙江工商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西安邮电学院、北京物资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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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 学员就业现状：ACCA 会员资格在国内被广泛认可， 一方面，多地政府都将

ACCA 持证人员列为稀缺性高端财会人才。为了引进更多 ACCA 人才，全国各地政府近年

来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将具备 ACCA 专业资格的高端财会金融人才纳入高端人才发展计

划。 

各地 ACCA 人才优待政策（部分摘录）：2016 年以来，ACCA 执业资格证持有人

相继被纳入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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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等项目。 

西安高新区在 2018 年 2 月最新出台的《加快金融业发展政策》里也正式把 ACCA

人才列为“积极吸引高端金融人才”对象。ACCA 执业资格证持有人满足一定的条件后，

即可享受各种福利和优待政策。 

另一方面，据权威机构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ACCA 专业方向毕业生在就业率、就

业层次和薪酬待遇上均高于同等院校普通财会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就职于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大型金融机构、世界 500 强等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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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CCA 课程设置和考试规则 

从 2007 年 12 月起，ACCA 实施新的考试大纲。新大纲充分表达了雇主和专业人士的意

见，反映了现代商务社会对财务人员的要求。在学习过程中使学员全面掌握会计、审计、

税务及经营战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升分析能力并拓展战略思维。 

1、  课程设置： 

按照新大纲，共有十四门课程，分为两个部分，具体科目如下： 

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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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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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 审计与认证业务 Audit and Assurance  (AA)  

F9 会计 Financial Management  (FM)  

 

专业阶段课程列表 

课程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中) 课程名称(英) 

核心课

程 

P1 
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及职

业操守 
Governance,  Risk and Ethics(GRE) 

P2 公司报告 Corporate  Reporting (CR) 

P3 商务分析 Business  Analysis (BA) 

选修课 

（4 选

2） 

P4 高级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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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A 考试规则： 

1)  考试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进行（笔试）。 

2)  学员必须按科目的先后顺序报考，每次最多报考四门；每门考试时间为三小时，

及格成绩 50 分（满分 100 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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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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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员注册后须在 10 年内完成所有课程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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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川外国语大学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考试规则将与 ACCA 全球考试同步接轨。 

    

三、 合作方：楷博财经 

 

楷博财经是 ACCA、CFA、ICAEW、CIMA 等国际财经执业资格证书的官方认可培

训机构，同时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高校成建制国际化财经项目的培训提供商。2007 年，

楷博财经与西南财经大学合作建立了西南财大楷博国际金融培训中心。2008 年以来，楷

博财经陆续与众多高校合作开设了 ACCA、CIMA、AICPA、CFA 等全日制成建班项目。

经过 10 余年的稳健发展，楷博财经的合作院校数量已近 40 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 7,000

余名，业务范围覆盖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大连、昆明等 20 余

座大中型城市。目前，与楷博财经合作培养国际化财经人才的高校已有重庆大学、东北大

学、云南大学、深圳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依靠国际化的认证课程、全球共享的优秀师

资团队、成熟的教学模式以及全方位完善的学生服务支持体系，这些项目均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   

同时，凭借领先的培训课程和企业的一致好评，楷博财经在全球各地为世界五百强、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国有四大银行等企业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并成为这些企业的长年

培训提供方。自 2008 年以来，楷博财经已为毕马威、华为、可口可乐、中国建设银行、

西门子、万科等大型企业持续提供定制型的培训课程。 

此外，楷博财经还与 ACCA 协会、CIMA 协会、CFA 协会、 ICAEW 协会、CQF 协

会、 NCUK 协会等国际权威协会，QA 、FitchLearning、First Intuition、Shorelight

等全球知名教育品牌，美国国际教育发展协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国际领先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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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旨在为中国的高校、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多的优质国际教育资

源，成为国际高端教育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导者。 

    

四、  四川外国语大学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 

1、四川外国语大学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的培养目标 

该教改班学生除掌握财务管理专业主干课程知识和技能外，须掌握良好的跨文化商

务交流能力，能用流利通畅的英语从事国际商务交流和沟通，掌握国际注册会计师需具备

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应用能力，具有高综合素质和高学术水平、能够胜任全球化背景

下国际财会、金融和投资领域工作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设定学分后，可

取得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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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际商学院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教学特色 

（1）四年制学习，单独设定培养方案。在我校财务管理本科专业所开设课程的基础

上，通过替换相同或相近课程的方式，植入 ACCA 的 14 门核心课程，学时和学分符合学

校培养方案的相关规定。 

（2）国际化师资团队。师资由博士团队、全外籍或海归师资团队担纲教授财务管理

基础课程和 ACCA 专业课程。我校全部 ACCA 14 门统考课程的师资，均由 KAPLAN（楷

博财经）派遣。执教师资为 ACCA 持证、具有丰富 ACCA 教学经验的教师（外籍教师为

主）。KAPLAN（楷博）是全球最大的 ACCA 培训机构，从事 ACCA 教育已有 50 多年，

在英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均设有培训机构及学院。KAPLAN（中国）是 ACCA 官方认定

的 ACCA 黄金级培训机构，共享 KAPLAN 国际全球师资。14 门核心课程全部采用英文原

版教材，全英文授课，采用全英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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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考试，英文答题。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所有学生必须参加 ACCA 全球

同步考试和校内考试，由国际商学院与 ACCA、KAPLAN 组成联合考试委员会，实行严格

的选拔、淘汰考试和认证。 

（4）免试五门的优先机会。我校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学生可以获得全球考试面

试五门（F1-F5）的优先机会。 

（5）双重管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实行辅导员+班主任的

双重管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6）ACCA、楷博财经、国际商学院三方联合全程监控教学质量，确保精英人才的

教学质量。 

（7）不出国门的留学，优秀学生可获取双学位。凡通过全部 14 门核心课程学习和

考试者，可获得 ACCA 执业资格证书；通过课程前 9 门考试的学生，并提交一篇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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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会计理学学士学位，实现不出国门的留学；修完规定学分，即可获得四川外国语大学

财务管理本科毕业证书和管理学学士学位。 

（8）世界五百强的实习与就业。所有毕业生均可享受 ACCA 向其雇主联盟推荐实

习及就业的机会。 

3、川外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的历届学生情况 

2011 年招收首届学生，总计 31 名，5 人通过了 14 门考试成为 ACCA 准会员，14

人正在参加余下科目考试。8 人进入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3 人进入国内八大会计事务所，

9 人入读欧美名校，1 人自主创业，其余同学就业于国内外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就业率

100%。由李月琳、卢俊丰、郑紫婷、丁灵琳组成的 semi-circle 队参加 2013 年 5 月 ACCA

举办的全球 ACCA 人才就业力大比拼比赛，获中国西南赛区团体亚军，李月琳获得最佳个

人奖，获得赴香港参加财会精英人才的培训和实习资格，全队获得赴上海参加中国赛区总

决赛资格。2014 年该班学生宋雯睿、周舒雨、杨诚、贾琳组成的 season 队参加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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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ACCA 举办的全球 ACCA 人才就业力大比拼比赛，再度蝉联获中国西南赛区团体

亚军，全队获得赴北京参加中国赛区总决赛资格，最终获得全国总决赛季军。宋雯睿入选

香港财会精英培训计划。2013 级 ACCA 班居然、陈义熙、牟家苇，尹子君思维同学组队

的 Spark 团队获得 2015 年西南赛区优胜奖，2016 年西南赛区亚军，2016 年全国总决赛

季军。2017 年 2014 级 ACCA 教改班李家栋等四位同学再度获得 2017 年西南赛区亚军，

挺进全国总决赛。2018 年 2016 级 ACCA 教改班代表队再度获得西南赛季军。七年的开

办历程，四次获得西南赛区亚军，一次西南赛区季军，一次西南赛区优秀奖，两次全国总

决赛季军，一次全国总决赛优秀奖。 

2012 年招收第二届学生，总计 48 名。 

2013 年招收第三届学生，总计 45 名。 

2014 年招收第四届学生，总计 42 名。 

2015 年招收第五届学生，总计 45 名。 

2016 年招收第六届学生，总计 30 名。 

2017 年招收第七届学生，总计 36 名。 

2018 年招收第八届学生，拟招收 50 名。 

2013 年在 F6 项目的考试中，我院 2012 级财务管理 ACCA 教改班通过率为 53％，

超过全球通过率 9个百分点。而在 F9项目和 P1项目考试中，我院 2011级财务管理ACCA

教改班的通过率分别为 72％和 68%，全球过关率为 45%和 48%，分别高过全球过关率

27 和 20 个百分点。历年考试我校学生单科过关率都居前列。所有毕业生一半左右出国深

造，其余的均在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或跨国公司、证券及金融公司、银行就业。 

ACCA 教改班部分学生就业情况   

姓名 单位/学校 备注 

冯炳科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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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阳春 恒大集团（广州总部） 
 

易美君 上海华觉投资有限公司 
 

曹品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张天成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吕宣均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 
 

杨城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ACCA 准会员 

丁灵琳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王思缦 中国银行（重庆分行） 
 

李月琳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陈昭斌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 
 

周舒雨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郑紫庭 启麟（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刘源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 
 

卢俊丰 埃克赛特大学（英国） ACCA 准会员 

刘雨曦 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 
 

佘婉亭 雪城大学（美国） 
 

李璐娜 埃克赛特大学（英国） 
 

傅晓娜 格罗宁根大学（荷兰） 
 

贾琳 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ACCA 准会员 

宋雯睿 雷丁大学（英国） ACCA 准会员 

雍莉 拉夫堡大学（英国） 
 

王茜 曼彻斯特大学（英国） 
 

高秀雅 自主创业 ACCA 准会员，自主创业开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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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工作室 

荣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上海总所） 
 

洪舒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杭州总所） 
 

阮凡芮 考研 
 

李海洋 中信建投 
 

阳天韵 考研 
 

黄铃 重庆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 
 

陆晟 宁波恒联会计师事务所 
 

李佳欣 雷丁大学 ICMA 中心 
 

      

   ACCA 教改班学生代表性获奖   

 

（2011 级 ACCA 全球就业大比拼参赛队与世界五百强评委及其它参赛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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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级 ACCA 教改班 spark 团队获得 2015 年 ACCAJHC 西南赛区优胜奖） 

 

（2013 级 ACCA 教改班 spark 团队获得 2016 年 ACCAJHC 西南赛区亚军，挺进全国总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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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级 Pallas 团队成员参加 ACCA2017 年全国就业力大比拼喜获西南赛区亚军，入

围全国总决赛） 

  

 

（2016 级 ACCA 教改班代表队获西南赛区季军）  

  

咨询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壮志路 33 号四川外国语大学东区（山下）文英楼 2-1 办公室 

办公电话：023-65380219 

王老师：15086680666，QQ：42274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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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师：13594331292 

 

五、四川外国语大学 ACCA 教改班招生要求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规模为 40--50 人。 

1、以 2018 级国际商学院入学新生为二次招生对象，以财务管理、审计学专业为主

的各经管法专业学生为主要生源。其他院系学生如有意愿报读，须所在系部同意。 

2、高考英语成绩在 110 分以上，或高考总分在重点本科线以上的同学免试，如未

达到免试水平的同学需参加入校后国际商学院组织的英语测试（面试、无费用）；合格者

按英语面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 

3、该班要求入学同学学习刻苦，热爱 ACCA，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能够承受高

强度的学习压力，性格外向、善于沟通，团队意识强，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力。 

4.入学学生家庭具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能够支付额外的 ACCA 课程学习费用、

注册你费用、教材及考试费用。 

  

六、四川外国语大学 ACCA 教改班招生流程 

通过高考被川外国际商学院录取 

↓ 

加入国商 2018ACCA 教改班新生群进行咨询、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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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加入 ACCA 教改班开学时提交报名表（见附件）至文英楼 2-1 

↓ 

统一参加 ACCA 教改班入学考试（英语面试），达到招生要求中免试的同学不需要参加考

试 

↓ 

通过筛选考试，提交转专业申请表 

↓ 

转专业申请成功，成功就读 2018 级 ACCA 教改班 

七、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收费标准 

本项目学费等费用按学校有关规定收取，另收教学费用人民币 10000 元/年，学生

需另向 ACCA 官方交纳注册费、考试费，此费用按 ACCA 全球统一标准收取。 

2018 年费用标准见下表： 

项目 金额 备注 

向英国 ACCA 总部缴

纳的费用（由学员自

行安排自行缴纳） 

注：所有费用都以

2010 年为标准列示 

注册费（一次性缴纳） £77 
 

年费（按三年算） £231 每年£77 

考试费 £1023 

第一阶段：£57×3 门；第

二阶段：£72×6 门；第三

阶段：£84×5 门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学位申请费 
£175 

 

小计 £1326 
 

教材费（学校代收，按教材订购当时的价格与汇率 约 ¥280 元/门（包含英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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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 ¥3920 版教材、习题集等） 

另收教学费 
¥10000/

年 
四年共 ¥40000 

备注 所有费用以当年实际收费为准 

  

川外国际商学院财务管理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自开办以来，短短几年年时间，就

在各方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事实胜于雄辩，川外国际商学院欢迎广大考生报考财务管理

ACCA 卓越人才教改班，助您通向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