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 2020 年会计学专业（特许会计师 ACCA 班）
招生简章
为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和时代需求，湘潭大学自 2019 年始开设会计学专
业（特许会计师 ACCA 班） ，以下简称“会计学专业（ACCA 班）”。该专业通过高考统一
招生，有意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在高考志愿中直接填报“湘潭大学会计学（ACCA 班）专
业”。2020 年，湘潭大学计划面向全国招收会计学专业（ACCA 班）学生 60 人。

一、ACCA 简介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简称
ACCA）成立于 1904 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专业会计师组织。ACCA
以培养国际性的财会、金融和商业专业人才著称，其执业资格证书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
可，被誉为“财会领域的 MBA 证书”。获得 ACCA 执业资格，不但拥有了可靠的职业保障，
也拥有了在世界各地的就业“通行证”。大部分 ACCA 会员都在政府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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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么多人考 ACCA？
1. 就业前景广
ACCA 职业资格被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认可，并且 ACCA 准会员毕业生起薪可高于普

通毕业生 2-4 倍！大陆地区 59%的 ACCA 会员年薪在 30 至 200 万之间。
ACCA 全球认可雇主
ACCA 在全球有超过 7,571 家认可雇主，这些雇主对 ACCA 的课程体系、考试大纲和专业
程度给予高度认可，将优先为 ACCA 的学员和会员提供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并支持员工考取
ACCA。对于具有 ACCA 职业资格的员工给与额外的现金奖励。

ACCA 会员主要从业方向
◆四大、国内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咨询师
◆外资银行、金融公司从事金融投资分析师
◆跨国公司财务、内审、金融、风险控制人员
◆国内境外上市公司管理会计师、商业分析师
◆政府部门从事内部审计师、财务会计师
◆自主创业成为审计师、税务计划分析师、商业顾问

2. 人才需求大
目前，中国内地会员人数约 8000 名，，同时国内多个城市对获得 ACCA 会员资格的财经

人才给予非常有吸引力的引进政策。ACCA 会员资格在国内被广泛认可，多地政府都将 ACCA
持证人员列入稀缺性高端财会人才，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重庆、天
津、厦门等在内的各大城市相继出台各项优待政策，ACCA 持证人可享受诸如积分落户、个
税减免、专项奖金、置业补贴、子女入学等各项优待。部分城市 ACCA 人才优待政策如下：
北京

“在京发展的 16 项政策”明确规定 ACCA 持证人可申请办理本市户口，其子女可在京参加
高考，并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

上海

ACCA 持证人被列入《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并享受落户积分提升
优待

广州

ACCA 持证人被列入高层次金融人才目录，可申请奖金和一次性安家补贴

深圳

罗湖“菁英计划”对于满足其他附加条件的 ACCA 持证人，可认定为 B 类菁英人才，享受一
次性 30 万元安家补贴

成都

“天府英才计划”对于近 5 年取得 ACCA 证书且满足其他附加条件的持证人，可认定为 B 类
高级人才，享受 80 万元补贴

重庆

ACCA 持证人被列入“临空创新人才目录”经营管理 B 类及 C 类人才目录，最高可获 200 万
元项目资金，60 万元人才补贴，25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西安

《加快金融业发展政策》中将新获得 ACCA 专业资质的金融从业人员列为“积极吸引高端金
融人才”，并有机会获得每人最高 50 万元的工作生活补贴。

3. 职业证书+海外大学学位证书
◆ 通过 ACCA 相应科目可以获得相应商业会计证书和成为准会员
◆ 通过前 9 门可获得申请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会计理学荣誉学士学位的机会


ACCA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序号

课程名称(中)

课程名称(英)

应用知识阶段

AB

会计师与企业

Accountant in Business

MA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FA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LW

公司法与商法

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

PM

业绩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X

税 务

Taxation

FR

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ing

AA

审计与认证业务

Audit and Assurance

FM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应用技能阶段

必修课程
SBL

战略商业领袖

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

SBR

战略商业报告

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

选修课程（4 选 2）
战略专业阶段
AFM

高级财务管理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APM

高级业绩管理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TX

高级税务

Advanced Taxation

AAA

高级审计与认证业务

Advanced Audit and Assurance

1. 当学员通过应用知识阶段的 3 门考试，即可获得初级商业会计证书。

2. 当学员通过应用知识阶段和应用技能阶段的 9 门考试，即可获得高级商业会计证书；
并可获得申请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s University）会计理学荣誉学士学位
的机会。

3. 学员通过全部 13 门考试，即可成为 ACCA 准会员。累计三年工作经验，并通过职业
道德测试，即可申请成为正式 ACCA 会员。

二、湘潭大学会计学专业（ACCA 班）简介
湘潭大学会计学专业（ACCA 班），由湘潭大学与 ACCA 授权教育机构楷博财经联合举办，

将 ACCA 证书课程嵌入到大学培养方案中，使学生在获得国内大学文凭与学位的同时，大大
提高收获行业执业资格证书的可能性。



全日制成建班

本班由湘潭大学举办，隶属商学院下的会计学专业，独立成班、全日制学习，学制四年。湘
潭大学是经 ACCA 官方认可，在中国大陆举办会计学专业(ACCA 方向)的约 110 所高校之一。
经 ACCA 英国总部认可，我校 ACCA 专业的学生，可享受免试五门（AB/MA/FA/LW/TX）课程
的政策。



定制化的培养方案
采用量身定制的培养方案，专业核心课为 ACCA 的 13 门课程。内容涵盖会计、财
务、管理、经济、税务、审计等各方面，全部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中英文授课。其余公
共基础课按照学校会计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的规定设置，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则根
据需要作了较大幅度调整。



就读 ACCA 班可以有机会获得
1. 会计学本科文凭和管理学学士学位
获得湘潭大学会计学本科毕业文凭和管理学学士学位（修完规定学分）
2. 权威执业资格证书
获得 ACCA 各阶段证书（通过相应科目）；累计一定工作经验后，可获得 ACCA 证书，并
申请成为正式会员（通过相应科目）
3. 国际财经专业技能
拥有高标准的国际化财会专业知识水平及娴熟的财经英语听说读写技能，更具竞争力。
4. 就业留学重要砝码
拥有 ACCA 执业资格，不仅可以优先获得 ACCA 官方协会向其雇主联盟企业推荐实习和就
业的机会，还是考研和出国留学的重要砝码。



优秀的师资团队

湘潭大学会计学专业师资力量较为雄厚，学缘结构合理，实践教学能力突出，会计系现有专
任教师 19 位，其中教授 5 位，副教授 9 位，讲师 5 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接近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分别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
学、天津财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其中有多位教师曾赴国外大学访学；部分专任教师取得
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注册内部审计师等资格，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湖南省大型国
有企业外部董事以及地方公司董事，具有丰富的公司财务会计工作经验。

本班 ACCA 专业课程师资由 ACCA 官方认定的教育机构楷博财经提供，采用中外籍讲师，中英
文双语授课。授课老师均已获得相关执业资格，并拥有丰富教学经验，部分讲师还是相关考
试全球统考的命题人和评卷人。大部分老师还拥有多年国内外工作经验，宝贵的行业经历将
成为课堂上最好的案例。

三、湘潭大学会计学（ACCA 班）招生


招生计划
2020 年面向全国招收 60 人，文理兼招。



招生条件
1. 报考湘潭大学会计学（ACCA 班）；
2. 建议高考英语成绩在 120 分及以上(满分 150) / 96 分及以上（满分 120）；
3. 学习刻苦，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
4. 家庭经济条件良好，除会计专业普通班本科学费 5,500 元外，能额外承担：
◆ACCA 专业课程学费人民币 4,410 元/年，共 4 年(每学年开学后与本科学费一并缴纳)。
◆ACCA 学员注册费、考试费、教材费等折合人民币约 5,000 元/年（具体视学生的报考

情况而定, 由学生自行向 ACCA 官方缴纳，详见常见问题解答：“就读 ACCA 班会发生哪些额
外费用？”）
1. 咨询方式：请有意愿报读会计学专业（ACCA 方向）的学生和家长，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咨询
范老师：135 0747 5977
贺老师：186 0731 1802
刘老师：182 7483 7318

咨询 QQ 群：942426951
身份验证后再拉入群（或者可注明入群需先加咨询老师 QQ，经审核后会由咨询老师邀请入群）

四、常见问题解答
问：就读 ACCA 班会发生哪些额外费用？
答：相比会计学专业普通班，就读 ACCA 班会发生以下额外费用：ACCA 专业课程学费、教材
费、注册费、年费、考试报名费以及免考费。


ACCA 专业课程学费

ACCA 专业课程学费为人民币 4,410 元/年，共 4 年，每学年开学后与本科学费一并缴纳。


教材费

本班 ACCA 专业课程引进楷博财经教育的教材、讲义、模拟题、复习课讲义、考前串讲讲义
等教学资料，每门课程的教材费约为 200 元。


注册费

在 ACCA 注册时必须支付的一次性费用，约 79 英镑。


年费

ACCA 成员（学员或会员）每年都需要缴纳一定的 ACCA 年费，而且这些费用需要在前一年的
12 月 31 号前结清（可以适当晚一点时间，但不能过长），以 2020 年为例，年费为 112 英镑。


考试报名费与免考费

考试报名费根据考生报考时间不同有所区别。报考时段分为提前报名时段，常规报名时段和
后期报名时段，具体费用见下表。补考需另交费，费用与考试费用相同。ACCA 免考的科目
是仍然需要缴纳考试费的，免考费与提前报名时段考试报名费相同。
考试报名费与免考费详情（以 2020 年 9 月考季为例）
费用
金额

备注

类型
请与 ACCA 机考中心联系咨询报考时间和价格
考试 课程序号为

应用知识阶段 AB, MA, FA

早期阶段 114 英镑
具体以官网公 应用技能阶段 PM, TX, FR, AA,

报名费 LW,PM,TX,

标准阶段 120 英镑
布为准

FR,AA,FM 的 晚期阶段 307 英镑

FM

科目
早期阶段 188 英镑
课程序号为

具体以官网公
标准阶段 199 英镑

SBL 的科目

战略专业阶段 SBL
布为准

晚期阶段 321 英镑
课程序号为

早期阶段 147 英镑

SBR，AFM、

标准阶段 155 英镑 具体以官网公
战略专业阶段除 SBL 外

ATX、APM、AAA

350 英镑 布为准
晚期阶段

的科目
EPSM：78 英镑（具体以官网公布为准）

职业道德测试模块

应用知识阶段 91 英镑/科
免考费

每项豁免均须缴付费用
应用技能阶段 114 英镑/科

问：ACCA 资格在国内的认可度如何？
答：ACCA 会员资格在国内被广泛认可，大部分 ACCA 会员都在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机构、工
商企业和政府部门从事财务、财务管理、审计、金融等方面的工作，ACCA 会员之中也不乏
身居要职的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等高级财务管理人员。

问：就读 ACCA 班是否保证能通过 ACCA 全部科目的考试？
答：ACCA 班只是将 ACCA 的证书课程嵌入到大学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中，通过这些课程的系
统学习，能够大大提高学生 ACCA 考试通过率。

问：如果只通过了部分 ACCA 课程就没有认证吗？
答：ACCA 考试大纲共十三门。通过 ACCA 前三门应用知识阶段的考试，可获得 ACCA 商业会
计证书；通过 ACCA 前九门的考试，可获得 ACCA 高级商业会计证书；通过全部十三门考试，
可成为 ACCA 准会员。累计三年工作经验，并完成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模块学习，即可申请
成为正式 ACCA 会员。所以，通过了部分课程依然可以获得相应的认证，这对于应届大学毕
业生到企业应聘也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经 ACCA 英国总部认可，我校 ACCA 专业的学生，
可享受免试五门（AB/MA/FA/LW/TX）课程的政策。

问：ACCA 的学习难度大吗？
答：ACCA 的课程设置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易后难、由浅入深。零基础即可开始 ACCA 学
习，且通过学校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学生可逐步掌握全面的财务、财务管理、
审计、税务及经营战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升财务英语水平、分析能力并拓宽战略思维。

问：毕业前没有通过 ACCA 全部科目的考试能拿到毕业证吗？
答：就读 ACCA 班的学生需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期末考试和由 ACCA 协会组织的全球统考两种考
试。由学校组织的期末考试在每学期期末举行，学生通过各科期末考试，并修完规定学分，
即可获得毕业证，顺利毕业；由 ACCA 组织的全球统考在每年的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举
行，学生通过各阶段考试，即可获得相应的阶段性证书。且 ACCA 应用知识阶段和应用技能
阶段的考试无时间限制，战略阶段的考试要求 7 年内考完。如毕业前未通过全部的全球统考，
剩下的少数科目在毕业后可选择在 ACCA 全球任一考点继续考试。

湘潭大学招生网网址：http://zhaosheng.xtu.edu.cn

湘潭大学商学院 ACCA 项目网址：http://business.xtu.edu.cn/index.jsp?cc=acca

楷博财经：http://www.kbfinancial.com.cn/

ACCA 中国：http://cn.acca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