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海事大学 ACCA 菁英班招生简章 

「ACCA 菁英班」 由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 ACCA 白金级认可培训机构（最高级别认证）——

泽稷教育共建，采用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形式公开招生，不限专业年级，每届招生规模为 50人，

以满足有志于参加 ACCA 认证的学子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的需求。 

 

【ACCA 菁英班——为你量身定制的课程】 

「ACCA 菁英班」响应国家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号召，打破专业限制，在学生本专业不变的前提下，

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时间学习 ACCA 课程，在大学期间可以同时考取高含金量的 ACCA 国际证书，助力

职业规划。「ACCA 菁英班」汇集大量业内资深专家，为大学生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选拔优秀的

学子加入，培养未来国际财务金融顶尖人才。 

「ACCA 菁英班」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让学习变得轻松高效。 

【ACCA 菁英班——课堂回顾】 

 



 

 

一、ACCA 简介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简称 ACCA) ，

是当下中国最具有含金量的财务、金融及管理领域资格证书之一。在中国和全球，ACCA 被认为是“高

端财会金融行业的通行证”。 

 

 

【 ACCA 的全球影响力】 

ACCA 在全球范围内，有 227000 名会员，544000 名学员，他们活跃于全球的各个领域，是备受

国际认可和行业青睐的专业会计师。在中国，ACCA 拥有 26000名会员，133000 名学员。 

ACCA 影响力跨越 179个国家，在全球拥有 7,571 家认可雇主，在求职过程中，ACCA 会员及学员都将

拥有良多的发展机遇和竞争优势。 

 *以上内容来自 ACCA官网 

 

 



【ACCA 无限职业可能】 

“如果我没有 ACCA 证书，我就无法获得这个职位，ACCA 会员身份是有力的敲门砖。”                       

—Jeremy Dahdi   

培生 (Pearson) 规划和报告主管 

 

全球拥有 7571 家认可雇主从商业、电影、旅游到太空研究，为你打开精彩的职业大门 

73%的受访企业高层都拥有 ACCA 会员身份(2018 年雇主调查中显示) 

60%的雇主希望聘请 ACCA会员(2018年雇主调查中显示) 

89%福布斯 500强，75%福布斯 2000强企业雇用 ACCA会员和学员 

*以上内容来自 ACCA官网 

 

 

【选择 ACCA，收获广阔职业发展机遇】 

据统计调查,中国 ACCA 会员有 30%-40%就职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WC)、德

勤（DTT）、毕马威(KPMG)、安永（EY）】及中国知名会计师事务所；40%左右就职于世界 500 强企

业；另有 30%左右出国深造或就业。 

根据 ACCA 官方统计，其会员目前在中国的年薪分布在 30 万-200 万不等。会员平均年收入为

30-40 万元，21%的会员平均年收入在 50-100万元，部分会员年收入高达 200万元！ 

全球超过 7500 家认可雇主优先选择 ACCA 持证人。 

*ACCA认可雇主企业名单（部分） 

 



【ACCA 会员被各大城市纳入金融人才发展计划】 

各大城市相关人才支持政策： 

→ 广州市高层次人才金融目录 

→ 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英才计划” 

→ 西安市高新区高端金融人才引进名单 

→ 北京市在京发展的 16项政策 

→ 杭州人才引进政策 

→ 深圳市罗湖区高层次产业人才“菁英计划” 

→ 上海市金融领域“十三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 重庆市渝北区临空创新人才目录 

→ 天津市金融高端人才政策 

→ 珠海市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ACCA 助你不出国门便可获得海外学历】 

ACCA 学员在获取 ACCA 专业资格的同时，有资格申请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用会计（荣誉）理学

士学位、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MBA、以及伦敦大学专业会计硕士学位，让你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拿到

三张海外学历。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简称 OBU) 

OBU 国际大学排名超过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国高等教育院校，OBU 商学院拥有 AMBA（英

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世界三大商学院教育认证组织之一）认证，享有国际声誉。 

应用会计学是 OBU 的强势学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甚至欧洲大部分企业认为 OBU 毕业生与哈

佛、耶鲁、剑桥、牛津等世界商科学府的毕业生齐名。 

 



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简称 UOL) 

 

英国伦敦大学是由十几所英国高等学府和研究所组成的大学联邦，拥有英国皇家特许状，是全

球颇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UOL 旗下的高等学府包括：伦敦国王学院、伦敦商学院、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等。 

 

2020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位居全球第 8位；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排名位居全球第

376 位（参考：中国排名第 1 的清华大学位居全球第 16 位，中国排名第 12 南开大学位居全球 368

位） 

 

二、ACCA 菁英班——暑期夏令营 

一次“各显神通”的碰撞，一段“神秘未知”的旅程，一场“热火朝天”的较量，泽稷教育力

邀全国优秀大学生，联合世界五百强企业和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共同打造一场盛大的财经派对。 

【团队破冰】 

 



【高峰论坛职业分享】 

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500 强企业（投行、券商、咨询、银行等）、财经领域的行业大咖直

接还原求职流程及职场真实案例，为你亲身传授行业干货、求职秘籍、职场生存法则。 

 

【求职简历指导】 

原来简历制作还有这么多你不知道“干货”！好的简历可以直接为你加分，获取更高薪资报酬，

赢在面试起跑线，行业大咖为你亲授简历制作秘籍，助你扬长避短，show出优秀的自己。 

 

【沙盘演练】 

分组建立若干模拟公司，围绕形象直观的沙盘教具，实战演练模拟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市场竞争，

在经历模拟企业 3-4 年的荣辱成败过程中提高战略管理能力，感悟经营决策真谛，探索企业家的

经营之道！ 

 

【名企参观】 

深度探索企业架构及内部运作模式，了解行业背景和市场需求，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更好地

进行未来职业规划，为未来进入职场做好万全准备！ 



 

【模拟面试】 

通过模拟面试，帮助你探索面试中的问题根源，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与优势，助你更全面

的了解自我。优秀和成功或许不可复制，但如何找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是走向自己成功之路的第一

步！ 

 

【结营晚会】 

给你一个舞台，秀出最优秀的自己！带着满满的收获，我们在这个浪漫温馨之夜结束了几天的

集训之旅。 

    暑期实训营帮助你从多方面丰富自己的知识，提升自身竞争力，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以及在职场

中更加游刃有余。 

 



 

 

四、选拔流程及相关事项 

【ACCA 常见问题】 

Q：ACCA 的含金量怎么样，国内认可度高吗？ 

A：很高，且不断升高。 

ACCA 是全球广受认可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为全世界有志投身于财会、金融以及管理领域的专才

提供首选的资格认证。ACCA为全球 179个国家的 227000 名会员，544000名学员提供支持。 

目前在中国拥有 26000 名会员，133000名学员，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沈阳、青岛、

武汉、长沙、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 11 个办公室。ACCA 在全球拥有 110 个办事处和中心，以

及 7571 家认可雇主。 

目前 ACCA 专业资格正在进行重大创新，以确保会员继续成为全球备受推崇和青睐、与时俱进的专业

会计师。  

 

Q：报考 ACCA 的门槛高吗？ 

A：不高。 

与许多其他设定较高报考门槛的财会金融证书不同的是，ACCA始终秉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

据现行的 ACCA 官方报名规定，“凡年满 16 周岁，无论国籍、民族、肤色、性别、信仰等条件，均

可报名成为 ACCA 学员，参与 ACCA 考试”。 

  

Q: ACCA 英语难不难？ 

A：不难。 



ACCA 的全球考试中有超过半数的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学员，协会在设置考试之初就充分考虑了这一因

素。在 ACCA 的学习过程中，英语的难度是循序渐进的。在 ACCA 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老师教学、课

程讲义、配套习题等大大加强了学生接触英语的机会。大量鲜活的商业案例让英语学习变得更加生

动立体，更加贴合未来的工作场景。 

 

Q：非财会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 ACCA吗？ 

A：当然可以。 

ACCA 的学习兼具专业知识的深度以及不同科目的广度，无论学员目前的专业背景如何，通过 ACCA

的学习，均能使学员未来在财会金融的相关领域受益，甚至成为各行业都炙手可热的复合型人才。 

 

Q：学习 ACCA 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A：诚然，学习每一样知识都是需要大家投入时间与精力的，ACCA亦是如此，但是 ACCA课程整体设

计充分考虑了学员的学习进度与难度梯度。 

按照学校给大家所做的学习日程安排，基本在 2-3年就可以完成 ACCA 所有科目的学习。 

第一步：扎实基础，完成前 4 门，约 0.5-1 年；第二步：完成 F 阶段剩余课程，结论结合实操，约

1 年：第三步：完成 P 阶段高阶课程，迈入职场，约 1-1.5年。 

 

Q：ACCA 和考研冲突吗 

A：并不冲突！ 

ACCA 从大一即可注册报名，并且 ACCA 的学习周期大约在 2-2.5 年左右，因此和考研复习周期可以

完美错开。 

有考研计划的同学完全可以尽早学习 ACCA，在合理安排自己的大学时间的同时，收获考证和考研的

双份成果！ 

 

Q：ACCA 和 CPA应如何选择？ 

A：CPA 证书更多是为了挑选人才，而 ACCA 更多是为了循序渐进地培养专业人才。 

因此，CPA 必须等到大学毕业时才可以考取，财经专业的学子就无法在大四毕业时便收获一张有含

金量的证书；而 ACCA 从大一即可开始报考，大学毕业时您即可收获四张专业资格证书，甚至申请到

ACCA 协会与海外大学互认的学历。这将很大程度上地提升您在同龄人中的竞争力！ 

 



Q：为什么开展 ACCA 菁英班 

A：我们发现,遵循形式与单一方式的理论知识教育,往往无法有效助力大学生成功获得职涯高起点。

ACCA 菁英班是从学习到就业、从理论到实践的全套 ACCA 辅导课程！通过 ACCA专业知识学习与专业

的职业实践能力培养，可以同时具备专业领域技能与职场适应能力，真正能帮助大学生毕业直接进

入行业知名企业，步入财经精英人才行列！ 

 

五、选拔流程 

1、报名条件： 

① 2019、2020 级全校各专业，有意愿参加 ACCA学习的学生 

②  参加全国统考的学生：英语成绩 90分及以上 

③  参加地方统考的学生：英语成绩 85分及以上 

2、报名方式： 

①网上咨询：有意向报读 ACCA的学生，请扫码添加微信进行网上咨询； 

②择优录取：综合考察学生英语阅读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择优录取； 

③通过选拔，确认缴费，学生家长或学生本人现场确认，签订协议； 

④加入[ACCA菁英班]，可提前学习线上财务英语课程。 

 

联系我们 

咨询电话：13816521896（宋老师）  办公地点：临港校区经管学院 129室 

（扫码咨询） 

相关网址： 

泽稷网校：http://www.zejicert.cn/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http://sem.shmtu.edu.cn/  

ACCA 官网：https://cn.accaglobal.com/ 

 

http://www.zejicert.cn/
http://sem.shmtu.edu.cn/
https://cn.acca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