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 2019 年 

会计学专业（ACCA 方向）教学实验班招生简章 

一、ACCA 教学实验班简介 

1.定位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专业（ACCA 方向）教学实验班（简称“ACCA 教学实

验班”）是由山东工商学院、ACCA 官方及其认可的黄金级培训机构三方合作，

将本土会计本科教育与国际惯例、国际会计准则相结合，将国内学历教育与国际

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相结合，将 ACCA 全球统考课程与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相互

嵌套，旨在培养具备会计学专业基本知识和能力，精通国际惯例和国际会计准则，

能在国内外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涉外业务会计人才的全新办

学模式。 

2.合作方 

ACCA（英文全称“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简称

“ACCA”，中文名称“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成立于 1904 年，总部设在英国

伦敦，目前在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208,000 名会员和 503,000 名学员，全

球设有 104 个办公室，以及全球超过 7,300 家认可雇主，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

专业会计师组织之一。ACCA 目前在大中华区拥有 25,000 名会员及 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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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设有 11 个办公室，与中央财经大学等百所国内知名高校合作培养 ACCA 国际

注册会计师人才，受到业界和学生家长的高度认可。 

山东工商学院成立于 1985 年，是以商科为主的财经院校，会计学专业是山

东省重点学科专业，会计学教学团队是山东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团队，办学条件

优越。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山东省各行业享有很高的美誉度。 

3.课程设置 

ACCA 全球统考课程全部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中英文双语授课，全球同步考

试。主要有：会计师与企业（Account in Business）、管理会计（Management 

Accounting）、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公司法与商法（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业绩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税务（Taxation）、财务

报告（Financial Reporting）、审计与认证业务（Audit and Assurance）、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战略商业报告（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高级财

务管理（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高级业绩管理（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战略商业领袖（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其他通识课、专业基

础课等课程参照普通会计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设置，有单独的人才培养方

案。 

4.学生收获 

ACCA 毕业生在达到相关要求后可获得：①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专业本科毕

业证书和管理学学士学位；②ACCA 执业资格证书（通过 ACCA13 门课程+职业

道德测试+一定实践经历）；③可申请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用会计荣誉理学学

士学位；④国际标准的财会专业水平；⑤娴熟的财会英语技能；⑥获得 ACCA

向其雇主联盟推荐的就业机会，可选择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跨国公司、国内外

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国内大型企业海外业务部就业。 

二、ACCA 教学实验班招生及收费 

（一）报名条件 

1.被山东工商学院录取的 2019 级普通本科各专业学生（本科中外合作办学、

本科校企合作、服务外包、艺体类、定向生等相关专业除外），文理不限，自愿

申请参加 ACCA 教学实验班学习； 

2.学习刻苦，有较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学习能力，热爱 ACCA 课程学习； 

3.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高考英语成绩不低于满分的 60%）； 

4.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高考数学成绩不低于满分的 60%）； 

5.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二）招生人数 

50 名 

（三）报名时间 

截止到 2019 年 8 月 23 日（周五）。 

（四）报名方式 

截止日之前，请在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网站（http://kj.sdtbu.edu.cn/）“教

育教学--ACCA 方向”版块下载填写《山东工商学院 2019 ACCA 报名登记表》，

并以附件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sdtbu_acca2013@126.com 进行预报名。请同时

发送高考英语成绩证明（照片或者截图等），未保留成绩证明的，请在邮件中予

以说明。 

（五）日程安排 

mailto:sdibt_acca@126.com


1.现场确认 

    8 月 24 日（周六）上午 8:00，预报名学生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山东工商

学院录取通知书原件、高考英语成绩证明（打印稿、照片或者截图等）到山东工

商学院东校第六教学楼十楼会计学院 61009 室现场确认。 

2.招生宣讲 

时间 地点 

8 月 24 日（周六）

上午 9:00 

山东工商学院东校区第六教学楼十楼 

实验中心 

招生宣讲会，请学生和家长一起参加，现场释疑解惑。 

     3.录取测试 

高考英语成绩大于等于 120 /150 分或者大于等于 96/120 分的学生凭相关成

绩证明免英语笔试，直接参加面试；其他学生需先参加英语笔试，合格后进入面

试环节。 

8 月 24 日（周六）下午 13:30，免英语笔试学生参加面试；同时其他学生进

行笔试，合格后面试。地点：山东工商学院东校区第六教学楼十楼实验中心。 

4.公布录取结果 

暂定 8 月 24 日（周六）下午笔试和面试结束后，名单将张贴在山东工商学

院东校区第六教学楼十楼宣传栏，必要时电话或者短信通知。 

5.缴费 

录取结果公布后即可缴纳第一学年 ACCA 班培训费，只接受刷卡方式。缴

费时间截至 8 月 25 日（周日）上午 10：00。 

（六）收费标准 

ACCA 教学实验班学生每年在向学校交足正常学费的同时，另需向 ACCA

培训机构支付培训费人民币 12000 元/年。学生注册考试需向 ACCA 官方自愿缴

纳注册费、年费、考试费等，按 ACCA 全球统一标准由 ACCA 官方收取。2019

年 ACCA 官方费用标准如下（每年有变化，仅供参考）： 

项 目 金额 备注 

向英国

ACCA 总

部缴纳的

费用（由

学生自行

安排自行

缴纳） 

首次注册费 79 镑 只缴一次 

年费 

（大二开始缴纳，按 3 年算） 
315 镑 每年 105 镑 

考试费 

（免考费在注册时 缴纳，其他考

试费在报考时缴纳，本表按 2019

年 9 月早期报名阶段计算） 

1656 镑 

前 5 门免考费合计：501 镑； 

应用技术阶段 4 门合计：456 镑； 

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模块：70 镑 

战略阶段 4 门合计：629 镑 

合计 2050 镑 ------- 



三、其他 

1.教学组织 

被 ACCA 教学实验班录取的学生，属于山东工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由会

计学院单独组班，其学籍一年后按相关规定转入会计学专业。 

2.相关网站 

（1）ACCA 英国官网：https://www.accaglobal.com 

（2）ACCA 中国官网： https://cn.accaglobal.com 

（3）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网站：http://kj.sdtbu.edu.cn（教育教学版块） 

（4）微信公众号：山商会计 

3.咨询联系电话 

山东工商学院 ACCA 项目部：13792509329（田老师 2019.07.13-07.25 除外） 

                          0535 - 6342549（孔老师）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办公室：0535 - 6905971（王老师） 

四、特别提醒 

1.山东工商学院 2019 年 ACCA 教学实验班招生信息以本招生简章为准，其

他来源信息请家长和学生仔细甄别，以免上当。 

2.报名的学生，请保持预报名表中个人和家长的电话畅通，并及时关注山东

工商学院会计学院网站及预报名所使用的个人电子信箱。 

3.被 ACCA 教学实验班录取的学生在正式报到分配宿舍前，需自行解决住

宿问题；在山东工商学院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报到后，再办理入住宿舍手续。 

4.被 ACCA 教学实验班录取学生的相关高考成绩，学校将会进一步审核查验。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 

二〇一九年六月 

http://kj.sdtb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