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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初衷与意义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北京市“四个中心”战略定位

学校办学定位目标：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经管学院办学特点：应用型、国际化

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

跨国公司蓬勃发展

国际间的贸易交往日益频繁

会计作为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会计专业的国际化

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高度适应

建设ACCA实验班与 高度契合



会计学ACCA实验班

“本科学历教育+国际执业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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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引入ACCA的原因

在国内被称作“国际注册会计师”，是世界上领先的专业会计师团体。也是国际上

海外学员最多，学员规模发展最快的专业会计师组织。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创始成员

➢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主要成员

➢ 联合国《职业会计师专业教育国际大纲》是以ACCA

课程大纲为蓝本的，该大纲将作为世界各地职业会计

师考试课程设置的一个衡量基准

➢ 是全球权威的“商界通行证”



不仅仅是获得职业资格，更重要的是从中所提升能力

•课程涉及全面，设计科学，内容涵盖：会计、财务、管

理学、经济学、投资、税务、审计、人力资源等方面，

使学生能适应各种环境。

全面的专业

能力

•将学习国际会计准则，ACCA会员资格得到欧盟立法以

及世界上181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法的承认。2007年起

中国会计准则已开始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适应全球发展

能力

•ACCA课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双语授课，全球同步考

试。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幅提升提升英语

应用能力英语应用能力。

跨文化沟通

能力

•根据现时商务社会对财会人员的实际要求进行开发、设

计的，注重培养学员的分析能力和决策、判断能力和企

业发展战略上的大局意识。

复杂问题处理

能力



辅助学生个人发展

高薪就业

海外深造

助力考研

◆ 全球8000多家企业雇主，为
ACCA学生提供就业优先选择
权；

◆ 与智联招聘建立专属的人才招
聘渠道；

◆ 毕业生不仅获得外资、合资企
业的青睐，国企、央企也纷纷
向ACCA学生抛出橄榄枝。

◆ ACCA课程体系备受广大海外
高校认可；

◆ 通过一定科目的考试，可申请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用会
计学学士学位；

◆ 申请海外硕士，可豁免部分课
程，以及申请高额奖学金。

◆ ACCA学习过程中所培养的逻
辑思维以及探究能力，对于研
究生阶段非常有帮助；

◆ 较高的英语水平，对考研英语
科目和阅读国外文献、翻译文
献上帮助很大。

◆ 前沿商科理念，对寻找研究课
题相当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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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特色和优势



会计学（国际会计师）ACCA实验班

ACCA实验班，于2014年开办

由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与东亚国际教育联合培养

经过6年的发展，硕果累累

所培养的学生受到了社会高度认可

ACCA实验班已被学校列入“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项目

首届ACCA实验班开班仪式

校、院领导、ACCA官方领导、东亚国际教育

ACCA教师、会计系教师与学生合影

历届实验班选拔、开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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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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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成果及案例



毕业生数据

ACCA实验班已毕业学生情况一览

2014级 2015级

出国深造 40% 43%

国内读研 0% 7%

外企、央企、上市公司 47% 21%

其他 1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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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班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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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

校级“优秀班级”、“十佳优秀团支部” 称号

连续两年在ACCA全国就业力大比拼中晋级北方区12强

多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北京市学习之星、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

ACCA实验班所获部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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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优秀学生——毕业生

➢ 毕业前已通过12门ACCA全球考试

➢ 毕业后赴全球排名前50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硕士

➢ 学成归来曾实习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

➢ 现就职于中国银行

•第六届校“十佳学生”

•2018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2018年“北京市学习之星”

•连续3年获得“校三好学生”

•ACCA“全国JHC就业力比赛”北方赛区前12名

获奖经历

•曾获国家奖学金 、“闵恩泽”奖学金

•连续2年获优秀学生奖学金

•连续3年获ACCA实验班专享奖学金

•连续2年获ACCA实验班单享奖学金

•连续2年获得“ACCA优秀学生奖学金”

获奖学金

•京东集团总部总账组实习生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经理助理

•参加普华永道的“财经之星”培训

•ACCA就业力大比拼企业战略培训

实习实践经历

王心悦

2018年ACCA实验班毕业生



部分优秀学生——在校生

禹夏

2017级ACCA实验班学生

ACCA官方校园大使

曾创下一年内通过7门全球考试的佳绩

现已完成11门考试，学习进度大幅领先

•ACCA优秀学员

•“浙大双创杯”全国铜奖

•创青春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金奖

•外研社“国才杯”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北京赛区三等奖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银奖

•作为17级ACCA实验班班长组织班级同学获得“新生合

唱大赛”获一等奖、“舞林大会”获一等奖

获奖经历

•创新奖学金一等奖

•曾获得ACCA专项、单项奖学金皆一等奖

获奖学金

•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财务负责人

•大港油田滩海开发公司

•投中集团下属研究院

实习实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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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咨询与报名



咨询方式与报名

ACCA实验班

介绍视频

创新教学模式

介绍视频

关注了解

石化经管ACCA

扫码了解

石化经管会计专业

联系人：

李老师 18618229029 ，张老师 18515696516

ACCA办公室：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康庄校区经管学院教学楼三层
了解ACCA实验班详情

及选拔预报名



会计学ACCA实验班

想挑战自我，与优秀的人一起奋斗，欢迎加入ACCA实验班

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