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学院 2020 级 ACCA 方向班招生简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部

署，会计岗位就业标准也逐步趋向全球化，未来 5-10 年我国将需

要 50-100 万名国际化高级财会人才。为提升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在

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打造财会精英，2019 年管理学院经学校批

准聘请 ACCA 协会授权白金级培训机构广州中博教育的师资，联合

创办 ACCA 方向班，旨在培养具有国际化财务管理能力的高级财会

人才。

ACCA方向班将ACCA证书的全部考试科目融入本科四年的培养

方案之中，实现本科课程与 ACCA 课程的有机结合。学生加入 ACCA

方向班可以实现全方位素质发展并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ACCA 方向班优势：

1.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全球广泛认可，英国女皇多

次嘉奖。

2.完善的知识结构,涵盖金融、财务、管理等前沿内容。课程

所涵盖的不仅仅包含会计、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涵盖人力

资源、公司管理、战略决策、法务、税务、业绩衡量、财务管理、

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知识体系。

3.全英文教材，中英文授课，国际专业商业管理表达，提升专

业语言能力。

4.世界 500 强一致青睐，需求缺口巨大，薪资待遇优厚。

5.两年可获英国学士学位，不出国门“留学”海外。通过 ACCA

前九门课程考试，并向英国递交论文及商业分析报告，即可获得牛

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应用会计学理学学士学位。

6.免试申请入读英国博尔顿大学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硕士研

究生课程，成绩合格者获得英国博尔顿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

书（二合一）。

7.可在国内研修 MBA 等高端学位。作为国际化教育的领导者，

ACCA 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针对 ACCA 会员合作开发了 MBA 课程。

经 MBA 协会认可，该课程提供了完成 MBA 学位的灵活途径。



课程特色：

在财务管理本科教学计划基础上，植入 ACCA 课程体系，专业

核心课包括 ACCA 大纲的十三门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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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双语

授课，全球同步考试。

ACCA 考试：

学生须按考试大纲设置的先后次序报考，即知识课程阶段、技

能课程阶段、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阶段。在每一个课程阶段中可以

选择任意顺序报考。每个 ACCA 考试季（3、6、9、12 月）最多可

报考 4门科目。知识课程的三个科目和技能课程的 F4 考试时间为

2小时，题型全部为客观题，技能课程其余科目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10 分钟，专业阶段课程（除了 SBL 之外）考试时间为 3小时，SBL

考试时间为 4 小时，及格成绩为 50 分（百分制）。ACCA 改革新政

颁布，ACCA 考试成绩不再是 10 年有效，P阶段考试成绩有效期将

改为 7年，F 阶段将不限定时间。

ACCA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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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 商业与科技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课 程 MA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FA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技 能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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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阶段课程列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序号 课程名称(中) 课程名称(英)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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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选

AFM 高级财务管理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APM 高级业绩管理 Advanced Performance



二) Management

ATX 高级税务 Advanced Taxation

AAA
高级审计与认

证业务

Advanced Audit and

Assurance

ACCA 在中国

ACCA 全国合作高校超过 300+所，包括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等均开设了ACCA专业方向或把ACCA证书课程纳入自身培

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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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A 就业前景：

除了专业技能外，ACCA 最突出的是把企业运营管理的理念在

整个考试大纲中融会贯通，从十三门的学习中，ACCA 不仅能够让

学生学习到财会专业知识技能，还可以学习到人力资源管理、沟通

技巧，企业发展战略思维等管理技能，帮助学生以后走上中高层财

务管理人员甚至企业管理人员的职位。

ACCA 另外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它与雇主的密切关系，ACCA 在全

球有将近一万家认可雇主，在中国内地也有超过五百家，这些认可

雇主都很认可 ACCA 资格，在招聘新员工及内部提拔时优先考虑

ACCA 的学员和会员，这也为 ACCA 学员和会员的职业发展道路提供

了良好的支持。ACCA 会员资格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尤其得到

欧盟立法以及许多国家公司法的承认。所以，拥有 ACCA 会员资格，

就拥有了在世界各地就业的通行证。

ACCA 代表处每年都会在北京举办 ACCA 职业发展日活动，该活

动实质上为 ACCA 学员和会员的专场招聘会，每年都会有一大批



ACCA 学员和会员通过此活动找到理想工作。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本土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知名互联网公司、国有企业、央资企

业、外资企业等众多百强公司皆会预留岗位给此次活动。同时 ACCA

代表处还专门开辟了就业网站，多方位、多角度为 ACCA 学员和会

员解决高端就业问题。

招生计划：

2020 年财务管理（ACCA 方向）本科专业拟招生 40 人。

ACCA 方向班面向工商管理学院学生进行选拔，文理不限；该班

级要求入学同学学习刻苦，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强；有志在财经领域发展的同学优先。

报名时间：

2020 级新生开学后

报名流程：

1、参加 ACCA 方向班招生说明会，填写 ACCA 方向班入学申请

表；

2、参加 ACCA 方向班现场答疑会及逻辑测试；

3、通过考核，缴纳学费办理 ACCA 方向班入学手续。

收费标准：

财务管理（ACCA 方向班）11000 元/年/生，学制四年，共计培

训费 44000 元。



该培训费包括在校期间：

（1）ACCA 十三门课程配套教材费；

（2）ACCA 十三门课程面授学费；

（3）ACCA 十三门课程网络课程学费。

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管理学院 4 楼 ACCA 方向班办公室

联系人:左老师 185 0718 7626

刘老师 189 8616 6621

ACCA 方向班咨询 QQ 号：2621301063

网站链接：

ACCA 中国官网：http://cn.accaglobal.com/

ACCA 官方雇主招聘网站：https://cnjobs.accaglobal.com/

师资提供方中博教育官网：https://www.zbgedu.com/

http://cn.accaglobal.com/
https://cnjobs.accaglobal.com/
https://www.zbg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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