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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培训项目 

----ACCA 精英（周末）班、CFA&FRM 菁英（周末）班 

招生简章 

  

一、项目概览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高端金融、会计、风险管理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领域

的急需紧缺人才。为培养高端金融、会计、风险管理等国际化专门

人才，经学校决定，由广东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和上海新

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顿教育）联合举办“ACCA

精英（周末）班”和“CFA&FRM 菁英（周末）班”等国际职

业资格证书培训项目。该项目以周末培训班形式教授 ACCA、

CFA、FRM 课程，学习期限 3～5 年，学员通过 3 年左右时间

完成 ACCA、CFA 和 FRM 规定的课程培训，并经考试合格，

将成为 ACCA、CFA 和 FRM 准持证人。  

 

二、项目简介 

（一）ACCA 简介 

ACCA 全称为“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英文全称为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简称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或证书）在国内通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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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国际注册会计师"。在世界上，ACCA 证书被认为是"高端

财会金融行业的通行证"。  

ACCA 会员薪资普遍较高，会员大多任职于全球性跨国公司、跨

国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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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A 证书具有以下优势及其学习体系： 

1. ACCA 获得各地政府政策支持 

如表 1 所示，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 7 个一线二线城市把 ACCA

列入高端金融、财会人才引进计划。 

表 1：将 ACCA 列入高端金融、财会人才引进计划情况表（部分） 

 

2. ACCA 是名企敲门砖 

ACCA在全球的认可雇主企业 7571家，覆盖事务所、金融服务、

科技等众多 500 强企业（见后图），这些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

录用 ACCA 学员，ACCA 持证人得到知名 500 强企业的亲睐和优先

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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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CA 学习体系 

取得ACCA会员资格，必须完成ACCA规定的课程学习与考试。

如图 1 所示，ACCA 考试共需完成 13 门科目的学习考试，其中前 9

门为基础阶段，后 4 门为专业阶段。综合学习及考试时间为：2.5～3

年。 

 

图 1：ACCA 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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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FA&FRM 简介 

1.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全称是特许金融分析师（英文全称为：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简称 CFA），是全球投资业里最为严格、含金量最高的资

格认证，被称为“全球金融第一考”。《金融时报》杂志于 2006 年

将 CFA 专业资格比喻成投资专才的“黄金标准”。 

２. FRM 金融风险管理师 

FRM 全称是金融风险管理师（英文全称为：Financial Risk 

Manager，简称 FRM），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领域最权威的资格认

证。FRM 考试等于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获得 RQF Level 7 认证

(Register of Regulated Qualifications1)，相当于英国的金融风险

管理硕士学位。 

 

３. CFA&FRM 学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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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风险永远是金融的两面，CFA 侧重投资，FRM 侧重风险，

学习 CFA&FRM 双证能够全面的覆盖金融知识体系。而且 CFA 和

FRM 本身的知识重合度高达 30%，双证交叉备考有助于提升通过率，

也更容易受到金融名企雇主的青睐！ 

CFA 考试分为三个级别，总共十个科目。学习 CFA，熟悉金融

行业各类金融产品，帮助学员全面了解金融市场的操作，掌握投资技

能。 

FRM 考试分为两个级别，总共九个科目。学习 FRM，熟悉风险

管理理论和实践知识，帮助学员掌握风险管理技能，平衡机遇和风险。 

 

４. CFA&FRM 人才需求 

CFA 或 FRM 持证者是国家战略层面紧缺的高端金融人才。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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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中国国家级新区总数共有 19 个，从最初 1992 年成

立的上海浦东新区，到 2012 年的广州南沙新区，2014 年四川的天

府新区，2017 年河北的雄安新区，以及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国

整体经济发展趋势良好，未来 30 年发展潜力巨大，而金融作为重要

的支持型服务行业，急需大批优秀的国际化的金融、投资、风险管理

精英投入到国家经济的建设中去。 

CFA&FRM 是企业高薪招聘与培养的精英人才。国内外大型金

融机构在招聘相关岗位时都明确标明“CFA/FRM 持证者优先”，双

持证人几乎可以覆盖整个金融行业，同时又聚集在顶尖的行业岗位，

如投资银行分析师、基金经理、研究分析师、策略师、风控经理、风

险科技业者、风险顾问业者、企业财务分析师、高级咨询经理、首席

级高管、财务顾问、会计师、审计师等。 

 

（CFA&FRM 全球十六佳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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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顿教育简介 

高顿教育是经 ACCA 官方授权的白金级教育合作伙伴，是专职

于 ACCA、CFA、FRM 等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培训机构，拥有全

球顶尖 ACCA、CFA、FRM 培训师资力量，连续多个考季超过全球

平均通过率，更是培育出 58 人次全球统考状元，并持续与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国内众多知名高校展开教学合作。 

 为了学生全面发展，高顿教育除了为精英班开设 ACCA 专业课

教学之外，还将配备学习管理师进行日常学习管理，为学生量身定做

前导财务英语课程、职业道德课程、OBU 论文指导等额外辅导内容。

同时为精英班学员提供 ACCA 会员专属导师、ACCA 认可雇主实习

以及名企 offer 保障等学习政策。 

高顿教育也是国内首家 FRM 官方认证备考机构，其 CFA&FRM

资深讲师已为全球 2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 500，000+名CFA&FRM

华人考生，提供了较有效的备考解决方案，并持续与上海财经大学、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和深圳大学等国

内众多知名院校展开教学合作。 

广东金融学院 ACCA 精英（周末）班、CFA&FRM 菁英（周末）

班采用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由高顿教育提供专业的精英讲师。高顿教

育汇集全球优秀的 ACCA、CFA&FRM 讲师担任授课老师。这些教

师皆为 ACCA 会员或 FRM 会员、CFA 会员，多数讲师曾在 4 大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投行、证券公司、私募基金、财富管理公司等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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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拥有丰富的教学和实操经验。 

 

四、招生对象、教学安排与培养目标 

（一）ACCA 精英（周末）班 

1. 招生对象 

ACCA 精英（周末）班 2020 年招生采取全校遴选的方式，招生

对象为广东金融学院 2020 级、2019 级全日制本科生（不含 ACCA

实验班学生），专业不限，学制 3～5 年，周末参与学校组织的 ACCA

精英（周末）班学习，不影响学生所在专业的学习。 

2. 培养目标 

ACCA 精英（周末）班依托于 ACCA 全面、完善和国际化的课

程体系，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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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际化专业财会金融管理人才。 

3. 教学安排 

校内唯一官方周末培训班，培养“本专业+国际注会”复合型专

业人才； 

ACCA13 科目面授学习+智能网课+班级专属私教； 

ACCA 白金级教育机构-高顿教育强强联合师资保障； 

来自上财、中大等 27 家高校学术专家作为指导委员会学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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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知名投资银行等众多名企高管作为职业发展

委员会职业导师。 

4. 证书获取 

ACCA 精英（周末）班学员除广东金融学院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

外，还可以申请获得： 

（1）通过 3 科可申请：ACCA 初级会计资格证书； 

（2）通过 9 科可申请：ACCA 高级会计资格证书、英国牛津布

鲁克斯大学应用会计(荣誉)理学士学位（精英班将为学员提供学位申

请辅导）； 

（3）通过 11 科及以上可申请：伦敦大学硕士学位； 

（4）海外学位申请无需出国。 

 

（二）CFA&FRM 菁英（周末）班 

1. 招生对象 

CFA&FRM 菁英（周末）班 2020 年招生采取全校遴选的方式，

招生对象为广东金融学院 2020 级、2019 级全日制本科生（不含 CFA

实验班、FRM 实验班学生），专业不限，学制 3～6 年，周末参与学

校组织的 CFA&FRM 菁英（周末）班学习，不影响学生所在专业的

学习。 

2. 培养目标 

CFA&FRM 菁英（周末）班，旨在创新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一批外语优秀、掌握国际最前沿的金融理论知识和投资分析技能、



10 
 

金融风险管理技能、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级金融人才，使其成为未来金

融界的领军人才，为各级地方政府、各类企业以及银行、证券、保险、

企业投资部门等提供专业的高端金融人才，携手广州市政府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金融人才高地。 

加入 CFA&FRM 菁英（周末）班，你将收获： 

 

3. 教学安排 

【金融精英专业知识】 

金融基础前导课程：补足低年级金融学习基础知识，为 CFA 和

FRM 学习做好铺垫。 

FRM 和 CFA 全科：逐步构建全面的金融知识体系，与专业学习

相辅相成。 

【金融名企实习保障】 

金融名企实习保障：金融名企实习机会内推，求职辅导材料、求

职进度反馈等。 

求职技巧课程辅导：中/英简历修改与辅导、网申/笔试/面试准

备、求职技巧课程。 

【暑假训练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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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投行训练营：每年暑假，实验班将联合金融名企在广州/上

海/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举办为期五天四夜暑假实训营。 

【金融实务技能】 

三大初级实务技能：Python 数据分析、Excel 数据处理、Wind

实务操作。 

两大高级实务技能：尽职调查、投资策略两大金融职场精英人才

必备技能。 

四大核心岗位微专业：投行经理、证券分析师、财富管理师、风

险管理师四个热门岗位的实操内容、岗前培训、案例说明及职业路径。 

 

五、报名须知 

（一）学费标准 

1. ACCA 精英（周末）班项目费用：56800 元（学习期限最长 5

年，含所有科目的面授、网课及教材教辅资料费用）； 

2.  CFA&FRM 菁英（周末）班项目费用：55800 元（学习期

限最长 6 年，含所有科目的面授、网课及教材教辅资料费用）。 

（二）申请流程 

1. 提交 ACCA 精英（周末）班、CFA&FRM 菁英（周末）班选

拔申请表； 

2. 参加对应班级笔试选拔，四六级/高考英语成绩及数学成绩优

异者可免笔试； 

3. 参加对应班级面试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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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缴纳班级学费，建立档案，正式成为广东金融学院 ACCA 精

英（周末）班、CFA&FRM 菁英（周末）班学员。 

（三）选拔时间：2020 年 10 月 12 日起。 

（四）上课形式：面授班级，周末上课。 

（五）上课地点：广东金融学院肇庆校区、龙洞校区内（具体地

点另行通知）。 

（六）办公地点 

校本部：金海楼三楼国际证书项目管理办公室（1309）； 

肇庆校区：14 栋一楼国际证书项目管理办公室(14#101 旁)。 

（七）报名及咨询方式 

ACCA 精英（周末）班： 

校本部 吴老师 18026330972（微信同号） 

肇庆校区 林老师 18102684369（微信同号） 

CFA&FRM 菁英（周末）班： 

邓老师 13326430272（微信同号） 

郭老师 18024575872（微信同号） 

 

 

 

广东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0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