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专业介绍

经济管理学院

带你了解财赢时代的会计人生

         ——北京市一流专业   



会计未来，财赢时代

选择石化，成就明天

多样出路，未来发展

报考详情，历年参考



01 会计未来，财赢时代



财会的工作与社会地位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传统意义上的会计

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历史业务的货币计量、记录、核算
财务机器人上市引起职业恐慌
财务机器人到底替代了什么？程序、流程
替代不了什么？机器人程序逻辑、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全局资源配置决策
新时代财会人提出更高要求：  职业道德、职业判断、大数据思维、分析决策……



财会的工作与社会地位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大智移云驱动企业要做数字化转型，数据引领企业业务变革
那么，数据将成为企业最核心的资产。
会计是企业的数据专家，是企业价值的创造者。
未来对高端的会计专业人才，会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

我们要培养的人才

大智移云时代



财会转型升级，赢领未来

15万
管理型财务人员

300万
专业型财务人员

1000万
基础型财务

500万
管理型财务人员

300万
专业型财务人员

15万
基础型财务人员

未来的会计不再是记账会计

会计的工作由事后走向事前，由后台走向前台，报表由过去走向未来

业务和财务间的界限逐渐消失

未来的财务部门将成为数据和信息处理部门，成为支持决策的数据中心

2010年中国
财务人才

结构

2025年中国
财务人才

结构



02 选择石化，成就明天



会计学专业于199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是经济管理学院最早开设的专业。本专业是一个对实践能力要求较高、专业性极
强的管理管理。学生学习涵盖管理、经济、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本专业立足北京、面向全国，依托注册会计师职业胜任能力框架，培养具有专业思维、职业判断思维能力和大数据思维的
应用型专业人才或管理团队的重要伙伴。

关于会计学

会计未来
财赢时代

面向国际化
着眼高技能
专业赢未来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专业

专业 职业资格 大数据



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教师团队

• 80%左右教师具有博士学历或注册会计

师执业资格；

• 60%左右教师注册会计师辅导名师等。

“财务与会计教学团队”是校级优秀教学建设团队。

会计学部分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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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完备的人才培养整体架构

以职业道德规范、会计信息生成、会计信息分析、信息审计鉴证四大模块为专业核心课课程，夯实学生的四大专业思维
以大数据、信息技术、行业与互联网相关专业课程为辅助，激活学生的外延思维
培养学生具有专业思维、职业判断思维能力、大数据思维。



本科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相结合

国际注册会计师
（ACCA）

中国注册会计师
（CPA）

l 大数据环境下，决策型财务会计人才大量需求，各种执业资格证书（例如，ACCA、CPA等）、会计职称

证书（初级、中级、高级），越来越会成为专业人才能力的评价标准之一。

l 一直以来，专业课程的参考教材主要选用注册会计师（CPA、ACCA）考试教材、会计职称考试教材，专

业知识内容紧密结合最新的专业准则要求、契合专业执业资格考试要求。

实现了学生在获得本科学位学历的同时，能够学习到获取执业资格证书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助力未来职业发展。

中国最顶尖的
财会执业资格

全球认可度最高认可范围最广
的高端财经资格



四大独有特色平台

北京市
高水平人才

交叉培养平台
——

外培计划

高端复合型人才
国际注册会计师
（ACCA）平台

——
ACCA实验班

与北京注册会计师协
会共建

实习就业平台
——

注册会计师
校外人才基地

助力留学深造
海外高校

交流学习平台
——

双学位
及硕士联合培养



平台一：北京市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项目——外培计划

外培计划是由市属高校与海外境外知名高校共同培养优秀学生的一项举措。
市属高校每年输送部分学生到海外境外开展为期2年左右的访学活动。

会计专业外培计划与美国长春藤名校——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UMKC）联合培养。
学生在美国的学习费用由北京市教委全额资助

中外双方学分互认，可以获
得中美双方学历学位证书

政府全额资助海外学费和
往返路费，最多节省60万

享受国际高端教育资源，完全
融入美国课堂，不独立成班02

01 03

外培计划
特色



海外合作学校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UMKC）简介

l 世界十大值得到访的城市

l 全美犯罪率最低的城市

l 美国七大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

l 最企业化的城市“未来的硅谷”

l 美国公立常春藤名校

l 美国61所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

l 全美最具价值大学排名第一位

l 杜鲁门总统母校

美国密苏里州
堪萨斯城

l 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公共事业管理联合

会（NASPAA）双认证

l 在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水准名列世界第一

l 美国注会AICPA通过率中等院校排名前五

美国密苏里大学
堪萨斯城

亨利∙布劳克
管理学院



平台二：国际注册会计师平台——ACCA实验班

“本科学历教育+国际职业资格认证”

“国内学历教育+国际学历教育”

相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国际化
高端财务人才



平台二：国际注册会计师平台——ACCA实验班

由经管学院会计系与北京东亚国际教育联合培养

将会计学专业教学计划与国际会计师（ACCA）课程相衔接

旨在以精英化培养理念，办特色专业、创品牌学科

培养社会急需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和留学深造层次

全面提升

综合能力素质

国际认可

职业资格证书

无缝对接

美国公立名校

目标定位

高端就业岗位

有机会获得

海外名校学历

国际化的

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重点发展项目

实验班教学特色视频观看详细介绍视频

从2016年开始，宝马（中国）、德国西门子、大众汽车、京东、航空等世界500强企业的财务部门接收ACCA实验班学实习就业



ACCA实验班的主要特色

国际认可

职业资格证书

有机会获得

海外名校学历

全面提升

综合能力素质

国际化的

人才培养体系

无缝对接

美国公立名校

目标定位

高端就业岗位

培养课程体系将国内与国际高端财务

知识相融合， 让学生即掌握国内财经

规则，又精通国际财务规范。

通过9门ACCA课程全球考试，以英文

提交一篇7500字的专业论文，可申请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用会计学学

士学位。

以跨国企业的高端财经岗位需求为导

向，培养国际化企业真正需要的财经

人才。就业于全球五百强企业、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国内知名企业。

与美国密苏里大学进行学分互认。定

制“3+1”交流学习、“4+1”本硕

连读等个性化培养方案，有最高可获

得1.6万美元奖学金机会。

符合条件的学生可获得ACCA商业会

计证书、ACCA高级商业会计证书，

该证书国际认可。

ACCA官方提供丰富的活动平台，包

括各类竞赛、实习机会、企业参观与

交流、职业发展论坛等。



ACCA实验班的教学特色——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颠覆传统的填鸭式课堂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构建探究式学习模式

增加知识理解深度

提升学习参与度

养成独立思考习惯

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

培养良好学习习惯

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扫码观看

介绍视频



ACCA实验班风采

晋级ACCA全国就业力大比拼
北方区12强

北京市学习之星、市级优秀毕业生等
各类荣誉及奖学金 校级十佳优秀团支部荣誉称号

多名学生荣获
ACCA官方评选优秀学员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参观学习

学生参加
ACCA职业发展日活动



平台三：北注协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依托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人才培养基地

实务专家定期进入课堂为学生开展职业实践课程及岗前培训

学生进入全国排名前二十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参加实际审计项目

如德勤、瑞华、信永中和、致同等会计师事务所

同时，北京银行、工商银行、航天信息等多个单位

与我们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学生实习就业

观
看
详
细
介
绍
视
频

专业技能

与发展潜力

实践和
创新能

力

扎实的

理论基
础

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人才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回顾

北注协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揭牌仪式

学生到国内排名前十的事务所
参观学习

校外实务专家导师进入课堂
为学生开展职业实践课程

知名事务所到我校
为学生们提供专场面试



平台四：助力留学深造海外高校交流学习平台

对于成绩优秀、英语口语交流能力强的学生

通过选拔有机会参加本科生交换学习项目

具体形式包括：出国短期交流（6个月或12个月）

“3+1”、“3+1+1”、硕士联合培养等

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了条件 海外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



学生海外交流回顾

海外高校代表来访我院
与院领导合影

学生赴美参加暑期项目
创新创业训练营

海外高校教师来访我校
与学生交流互动

学生参加“3+1+1” 硕士项目
在海外学习和生活留影



03 多样出路，未来发展



往届毕业生情况

考研学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外经贸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

留学深造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洲等，且学校排名都很靠前。例如：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悉尼大学、利兹大学等。

学生就业大多选择在会计师事务所、银行、证券、以及大中型企业从事财会、管理等工作。就业单位例如：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信
永中和、致同等国内外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中石油、中石化等行业特色优势的国企；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钓鱼台国宾馆等中央直属机关单位；京东、中国东方航空、中国电信

历年会计学专业是

考研人数最多的专业

出国深造人数最多的专业
65%左右

10%左右

选择就业

通过公务员考核在政
府、事业单位工作

15%左右

10%左右

出国留学继续深造
攻读会计与金融硕士

考取会计学、审计学等
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



ACCA实验班毕业生数据

ACCA实验班已毕业学生情况一览

2014级 2015级 2016级

出国深造 40% 43% 14%

国内读研 0% 7% 11%

外企、央企、上
市公司 47% 21% 61%

其他 13% 29% 14%

ACCA实验班已有两届毕业生

突出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



2017级毕业生实习就业情况（部分）18人/30人
姓名 公司 备注
王钰 京东云计算有限公司 京东旗下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公司

刘憬仪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 国内首个环球主题公园

于丽娜 中税网 中国财税综合服务领军品牌

张丽雅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李梓桐 汉能控股有限公司 全球化的清洁能源跨国公司

任艺媛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全球知名的国际检验、认证集团

刘憬仪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世界500强排名第五（2020年《财富》排名）

冯瑶 安永、阿尔法公社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任子豪 IPG集团 美国第二大、世界第四大广告与传播集团

董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王瑶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农业银行 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罗梓莉 北京莘古咨询 地方知名咨询公司

苏雯 北京思想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强有力的在线教育平台公司

王雅澜 国美电器 中国五百强企业

黄靖婷 陕西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张雯婧 北京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莫纳什大学 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澳大利亚五星级大学

赖一凡 麦考瑞大学 2021QS世界大学排名第214名

禹夏 BNP Paribas（法国巴黎银行）、法国里昂商学院 世界五百强排名前百位

学生就业领域广泛，且层次较高，不乏五百强企业、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等

凭借ACCA课程体系优势，和较高的英语水平，在海外留学数量和层次上较为突出



高质量的就业实习和高层次的海外深造情况

学生实习、就业、留学情况一览 部分深造院校

郑丽捷（毕业生）

曾在博世力士乐实习（世界500强 /排名76）

毕业后赴利物浦大学读硕（U.S. News 全球大学排

名前150）

岑智慧 （在校生）

曾实习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内资事务所排名第一）

                    悉尼大学
U.S. News 全球大学排名第27

澳洲八大名校之一

蔡雨彤（毕业生）

曾在大众汽车金融实习（世界500强 /排名6）

毕业后赴诺丁汉大学读硕（U.S. News 全球大学排

名前150）

冯瑶 （在校生）

曾实习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曼彻斯特大学
U.S. News 全球大学排名第64

英六红砖大学之首

蒙江山（毕业生）

曾在空中客车集团实习（世界500强 /排名94）

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电信（国企，世界500强 /排名

245）

李梓桐（在校生）

汉能控股集团

（连续3年新能源行业第1）

               密苏里大学
美国公立常春藤名校

杜鲁门总统母校

李泽君（毕业生）

毕业后就职于钓鱼台国宾馆

（外交部下属事业单位）

周咖好（在校生）

华夏出行

（属世界500强北汽集团）

               伯明翰大学
U.S. News 全球大学排名第96

英六红砖大学之一



高质量的就业实习和高层次的海外深造情况
学生实习、就业、留学情况一览

胡琼敏（2015年毕业生）
毕业留学瑞典隆德大学

就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与管理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曾逸淼（2015年毕业生）
毕业后在香港理工大学

定居香港，就职中远海运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隶属于中远海运集团，资本运作管理工

作（2019财富中国500强）

谢天雨（2016年毕业生）
毕业留学日本北海道大学

就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与管理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张桂宁 （2015年毕业生）

对外经贸大学读硕

朝阳区纪委（公务员）

郝思晨（2015年毕业生）
毕业留学墨尔本大学

定居澳洲，就职Everland Global Pty Ltd海外

公司，财务与项目协调

何赛（2016年毕业生）
中国工商银行

纪检监察、内控合规管理

赵飞宇（2016年毕业生）
毕业留学麦考瑞大学

定居澳洲悉尼，就职Experteeth Dental海外

公司，投融资与项目协调

杨苗（2016年毕业生）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CPA)

高晟财富控股集团



市场对我校会计专业毕业生高度认可

据麦可思对本专业的调查数据显示
毕业生4年内职位提升的占81%

每年为1,100多所高校提供年度数据跟踪与咨询服务，是中国科协、人社部、司法部、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等机
构的合作项目单位，也是《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即就业蓝皮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 的唯一撰稿人。

毕业生对专业的教学满意度是98%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是86%



教育主管部门对我校会计专业的高度认可

 “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指标排名第一
“专业特色与特色项目”指标排名第二 

2016年，会计学专业参加北京市专业评估试点（12所院校）
2020年，北京市一流专业



04 报考详情，历年参考



往年会计专业录取分数供您参考

会计学专业近三年录取情况（以北京为例）

年份
文史 理工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本科录取线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本科录取线

2019 545 534 537 480 538 496 502 423

2018 571 544 550 488 525 501 508 432

2017 551 522 531 468 534 511 519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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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近三年录取线平均比本科线高61分 理工类近三年录取线平均比本科线高78分



往年会计专业录取分数供您参考

2020年会计学专业录取情况（以北京为例）

年份
不限考试科目 北京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学校本科录取
线 本科线

2020 523 493 500 479 436

外培 529 529 529

在京地区招生计划：77人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专业
欢迎您

经济管理学院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