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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以“财务支持战略决策，战略融于财务管理”

为理念，紧随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变化，提供国际

广泛认可的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资格认证。它将

助您纵横商界，成就事业梦想！

CIMA享誉全球� 实力见证
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简称CIMA) 是全球

最大的国际性管理会计师组织，同时它也是国际

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创始成员之一，目前拥有

15.8万会员和学员，遍布161个国家。 CIMA成立

于1919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在澳大利亚、博

兹瓦纳、新西兰、爱尔兰、斯里兰卡、南非、赞

比亚、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

香港和大陆均设有分支机构或联络处。

CIMA一直以来紧密结合充满活力和挑战的商界需

求，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企业财务管理及战略决策

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国际权威的职业资格认证。

CIMA资格以"定位高端，立足财务，强调管理，重

视战略"为特点，不仅为企业衡量和提升财务管理

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提供依据，也为各行各业的

高级财务人员和管理精英创造展示实力的平台和

个人发展的通途。

CIMA资格不局限于会计内容，而是涵盖了管理、

战略、市场、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等方方面面的

商业知识和技能。它将使您具备高级决策管理人

员的素质，顺利实现财务人员的角色转换，晋升

国际商界精英之列。世界知名跨国企业，如联合

利华、壳牌、埃森哲等都对其推崇备至。

CIMA是目前国际上惟一一个专注于企业财务管理

的会计认证权威，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国际会计

联合会（IFAC）国际教育标准的会计职业资格认

证体系。全球有数以万计的公司聘用CIMA的会员

和学员，向他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培训支持；同时，

CIMA也通过权威的知识体系和商业实用性，帮助

越来越多的雇主公司提高股东价值，实现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并造就了一大批商业精英。根据著名财

经猎头机构Robert Half的全新调查，CIMA已经成

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会计职业资格。

通过CIMA三级认证考试并达到工作经验要求者可

获得CIMA会员资格。CIMA会员即特许管理会计

师，可在其姓名之后加注ACMA或FCMA专衔标志。 

ACMA (Associate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代表特许管理会计师

公会会员。FCMA (Fellow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代表特许管理会计

师公会资深会员，拥有三年决策管理高层工作经

验者方可申请授予这一资格。ACMA和FCMA标志

是财务管理人员专业实力的见证和事业攀升的加

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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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CIMA？

今日的商业社会真正紧缺的是睿智而又有洞察

力的人才，他们用战略的眼光去审视整个商业

环境，从而发现决定成功的关键因素。CIMA

职业资格聚焦于商业领域，让您处于战略决策

的最中心，这一点是其他的财务认证资格所不

能企及的。

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认

可和推崇，CIMA会员知识技能全面, 精于战

略和管理，为各大跨国公司所青睐。

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是才智兼备的专业精英，

在当今竞争激烈、飞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调查，CIMA学员们认为以下因素是他们

选择CIMA职业资格的关键：

当您取得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的资格认证后，

CIMA依然为您的锦绣前程提供支持并陪伴您

走过整个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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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职业资格在当今商界享有的地位和声誉

·资格通用性强

·国际认知度高

·职业选择面广

·聚焦商业

·拓展实践技能

·CIMA工作推荐

·职业晋升率高

·课程内容务实，结构清晰

·学习支持计划

·学习方式多样化

·注册便捷

·全程建议及支持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 5

CIMA 特许管理会计师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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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是决策
者，是战略的代言人。

各行各业需要CIMA

从中小企业到跨国集团，CIMA的会员和学员遍布

全球的每个角落。在汽车、航空航天、金融、电

子、卫生、医疗、零售、旅游、交通运输、咨询

等行业以及政府和非赢利机构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CIMA与其他会计专业团体有很大的区别，它专注

于管理会计的培养和发展，适合于并不满足掌握

传统财会技能的人。

传统的财务会计重在回顾过去，反映和报告企业

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重

在面向未来，推动商业发展，履行以下职能：

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兼备了高超的财务和管理

能力，集商业智慧和决策能力于一身。

·为企业的非财务管理层提供财务分析

·为项目经理从财务角度提供参考建议

·针对管理层的决策就财务影响提出合理意见并

    提供可行性方案

·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固定商业模式的制定，创造

    财富，为企业增值

·监控企业支出，保持财务控制的有效性

·风险管理和控制

·成本管理和控制

·对财务信息系统进行绩效评估，提供改善建议

·管理内部审计业务，并为公司管理层定期提供

    财务信息报告

·分析竞争环境对企业的影响

 “CIMA成功地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对企业管理会

    计师（包括财务总监和CFO）提供了出色的培

     训和教育。它很好地弥补了目前国内财务培训

       和教育方面的不足 -- 与现实脱节。 CIMA的培

         训也不局限于会计知识，而涉及战略、人力资源、

             市场、信息系统等各方面，均是企业高级财务

            管理人员所必须了解的--甚至像是专为财务人

               员设计的MBA。

徐波

普华永道 企业购并服务部高级经理

陈伟成

李宁有限公司 集团首席财务官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未来财务人员将

   更需要注重企业战略性财务管理，参与、支持

     经营决策，体现、创造企业价值及股东价值，

       我相信，CIMA能在这方面提供有效的培训和支

         持，帮助一大批中国的财务从业人员成为优秀

          的财务管理专家。”



CIMA打造国际财务专家 培养决策管理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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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在国际财经界享有百年盛誉，获得CIMA

职业资格的会员（ACMA和FCMA）不仅精

通财务而且擅长管理，他们遍布在世界各地，

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决策管理

精英。在中国持有CIMA职业资格的人数正在

逐年递增，并在企业中担当着重要的职位。

由于自身特有的战略管理性，CIMA职业资格

大大拓宽了学员的职业选择方向，并能争取

更好的工作机会 。CIMA的会员不仅能担任财

务工作, 也能胜任财务部门以外的职位，以

下是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们所担任的一些职

位：

·管理会计师

·商业分析师

·管理咨询师

·项目经理

·财务经理

·IT总监

·商业企划总监

·司法会计

·营运总监

·财务总监

·首席财务官

·司库/集团财长

·执行董事

·首席执行官

·主席

C
IM

A
打

造
国

际
财

务
专

家
  培

养
决

策
管

理
精

英

“我在1980年开始为联合利华工作的时候已经是

    一名律师。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联合利华给了我

      参加CIMA考试的机会，那时管理会计还被称作

        成本管理会计。如此算来，我要很高兴地说我已

           经是CIMA二十年的会员了。

              对于任何想从事商务方面工作的人来说，无论

                你是自己开公司还是在像联合利华这样的世界

                  500强跨国企业中任职，CIMA都是非常实用的

                    职业资格。”

                       我真诚地向未来的学生推荐CIMA。

 Alan Brown

 ICI 全球 CFO

(前联合利华中国总裁)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通过CIMA的考试是财务人员从专业人士走向高

     级管理人士的捷径。”

陈志斌

伟尔格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财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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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 to become a Management Accountant 

was one of the key decisions I made when I started 

life in the business world. I chose CIMA not only 

because it is a technical accounting qualification but

also because it provides a grounding in all key areas 

of business. It is this second point that distinguishes 

CIMA from most other accounting qualifications and 

which has proved invaluable in my career. It has 

given me the tools and understanding to face each 

new challenge of my career with confidence and 

equally importantly the structure needed to make 

sense of the practical learning from these experiences.

As China develops, the role of an accountant in 

business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from managing 

transactions to supporting and driving the business. 

The skill set that a CIMA qualification provides will 

be increasingly valued in China.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 am happy to recommend CIMA to those seeking 

to build a career as a business oriented finance 

professional."

“成为一名管理会计师是我在商界起步时所作出

    的一个关键决定。 我选择CIMA不仅因为它是

      一个专门的会计资格，而且它为学生在商业的

        方方面面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这第二点令

         CIMA不同于其他财务资格，也正是这一点使我

           在职业生涯中受益匪浅。 CIMA在赋予了我充

             满信心地面对工作中每一次新挑战的方法和智

               慧的同时，也使我从中掌握了必要的方式来体

                 会在实践中学习的真谛。

                    随着中国的发展，会计在商业中的作用将会逐

                      步从管理账目向支持和带动企业业务转变。 
                        CIMA所提供的技能将会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

                          的人的推崇。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很高兴地向

                           那些在商业财务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的人士推荐

                             C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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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Nicholls

Vice President, Finance & IT Greater China

Adidas

江大成

阿迪达斯 大中国区财务副总裁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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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职业资格  课程大纲

CIMA职业资格的课程大纲由三个板块组成: 管

理会计板块，商业管理板块和财务管理板块。

每个板块有三门课程，分别为管理阶段两门课

程和战略阶段一门课程。

成为特许管理会计师并获得ACMA专街，您必

须顺利完成三个阶段的考试并拥有三年相关工

作经验，您可自行记录，由您的雇主公司进行

核实，最终由CIMA批准授予。

横向看CIMA认证分为基础阶段、管理阶段和 

战略阶段，可以让学员通过学习逐级提高自己

的能力，也便于学员和用人单位评定专业水平。 

纵向看CIMA认证分为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和商

业管理三大板块，可以让学员通过不同板块的

培训丰富自己的知识，在扎实财务背景的基础

上增强商业管理和战略决策能力。 

所有考试及格分数为50分，满分为100分。

需要了解CIMA课程大纲详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cimaglobal.com/syllabus2。

需要了解工作经验的获得，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cimaglobal.com/per2。

商业管理板块 管理会计板块 财务管理板块

至少要有三年工

作经验，并写出

工作报告，把自

己通过工作实践

所获得或提高的

技能记录下来。

 

 

 

Paper6
管理会计
商业策略

Paper3
管理会计

风险和控制策略

Paper9
管理会计
财务策略

Paper5
综合管理

Paper2
管理会计
决策管理

Paper8
财务分析

Paper4
组织管理
与信息系统

Paper1
管理会计
业绩评估

Paper7
财务会计
与税务准则

授予CIMA管理会计高级文凭

TOPCIMA
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

战略阶段

基础阶段

管理阶段

特许管理会计师

CIMA职业发展

授予CIMA商业会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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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财务会计基础

C03 
商业数学基础

C04 
商业经济基础

C05 
道德、公司治理

与商法基础

C01 
管理会计基础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CIMA商业会计证书非常适合刚接触商业认证

的学员，它为初学者在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和商业技能等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是

取得CIMA职业资格认证的第一步。

其课程旨在确保初学者拥有商业和财经的基

本知识和技能，掌握如标准成本核算、成本

与盈亏分析、会计制度建立与控制等，并对

宏观经济、竞争体制、商业道德、公司治理、

商法等商业环境有所了解。

成功地完成CIMA商业会计证书证明您已经掌

握了商业会计的知识和技能，打好进入商界

的基石。

CIMA商业会计大纲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在商

业法律板块中增加了关于商业道德和公司治

理的内容，反映了其在大纲中的重要性，以

及道德准则在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生涯中的

重要作用。

这一阶段的考试为机考，由计算机自动形成

考卷，并当场判卷。大部分考试内容为客观

试题（如选择题）： 

如需补考，学员可自行安排考试顺序和科目

组合。

如需在线体验机考试题或了解更多关于CIMA

商业会计证书信息，请登陆网站

www.cimaglobal.com/cba2

CIMA职业资格 基础阶段 - CIMA商业会计证书

CIMA商业会计有五门基础课程：

C01 管理会计基础

C02 财务会计基础

C03 商业数学基础

C04 商业经济学基础

C05 道德、公司治理和商法基础

目前只有基础阶段使用计算机进行考试(Computer Based Assessment,简称CBA),

世界许多国家都设有CBA考点。在中国境内， 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地都开设了

CBA考点，具体联系方式，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cimaglobal.com/examcentres2。

基础阶段课程的考试时间安排灵活便利，无需在网上报名，可以直接与考点联系

报名事宜，也可致电中国代表处咨询。

备注：

如果您申请获得并接受基础阶段所有课程的免试，将不被授予CIMA商业会计证书。

如需获得该证书，您需通过至少一门基础阶段课程的考试 (即接受四门免试并通

过一门考试) 。 

·无论何时，只要您准备好了，就可以到

   CBA考点参加基础阶段课程的考试

·考试结束，您即可知道成绩

·如果考试及格了, 您当场会收到一份成绩单

·如果考试没通过, 您会知道下一次需要在哪

    些部分加强学习, 准备重考

·通过所有基础阶段考试的学生很快就可获

    得CIMA商业会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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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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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不仅概况全面及深入的财务管理技术，也包含严谨的专业道德规范，

   这将有助于加强中国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及可信度。”

钟国强

阿克苏诺贝尔集团  亚太区财务总监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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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与其他的会计职业资格不同，它侧重战

略管理，紧密结合商业需求，因此倍受全球

雇主公司的推崇。

学习CIMA是一次艰辛的挑战，但只要您付出

足够的关注、耐心、时间和努力，CIMA会给

予您丰富的回报，帮助您提升自身价值，使

您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新的课程架构

CIMA职业资格认证与时俱进，时刻保持与现

代商业同步，极具实用性，CIMA每年都会参

考雇主公司的意见和建议，使课程内容顺应

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并及时更新课程大纲

以确保CIMA学生能做好准备，时刻迎接新的

商业挑战。

管理阶段

 管理阶段的考试相当于高级文凭(Advanced 

 Diploma)考试。通过学习您能对管理技能、决

 策发展、财务技能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所有的

 知识都有效地帮助您成为管理会计师。

 Paper 1 管理会计业绩评估

·预算编制

·成本会计系统

·标准成本

·责任中心的控制与业绩评估

 Paper 2 管理会计决策管理

·短期决策财务信息

·长期决策财务信息

·对决策中不确定性的处理

·为赢得竞争优势而开展成本计划和分析

CIMA职业资格 管理阶段、战略阶段

 Paper 4 组织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

·变化管理

·运营管理

·人力资本管理

 Paper 5 综合管理

·策略管理基础

·项目管理

·关系管理

 Paper 7 财务会计与税务原则

·单一公司的财务报表

·短期融资管理

·企业税务原则

·财务报告监管原则

 Paper 8 财务分析

·集团财务报表

·收入与资本的计量

·财务报表解析

·外部报告发展

 通过所有管理阶段课程的考试，您将获得CIMA

 管理会计高级文凭(CIMA Advanced Diploma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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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TOPCIMA) 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

以案例研究为主，要求考生在模拟的商业背景

下主要通过运用战略管理会计技巧进行决策和

支持决策。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是对战略阶

段三门考试所涉及的课程内容进行综合测试。

 通过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的学员足以证明他

们已经熟练掌握策略技巧，并能在现实商业环

境中运用自如。

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最

后一门考试，考试时间为3小时。

您最好争取在参加TOPCIMA考试之前提交“CIMA

工作档案”，用于评估您个人所获得的实践经

验和技能。 您拥有丰富的经验后会更容易通过

最后的TOPCIMA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

报考程序

·您可自行安排参加管理阶段课程的考试顺序

·您在报考战略阶段课程的考试前须完成全部

    管理阶段课程的考试

·由于战略阶段课程内容的内在联系，第一次

    报考战略阶段课程考试时，您须同时报考三门，

    没有通过可逐门补考

·您在报考TOPCIMA的考试前须完成全部基础

     阶段、管理阶段和战略阶段课程的考试

·当您通过TOPCIMA的考试且提交三年工作经

    验的相关证明文件，得到CIMA公会的批准后，

    您将正式成为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可以在

    您的名字后加注ACMA。

  更多信息，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syllabus2

CIMA大纲中Paper7涉及到税务原则，如果您由

于工作关系需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CIMA提供“CIMA商业税务职业发展证书”

(CIM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Taxation)。根据税收政策的变化，

ＣIMA每年都不断更新课程大纲，让您得到最

新的资讯。这部分考试是机考形式。

战略阶段

 战略阶段的重点是管理会计的战略决策和商业

 实践，相当于研究生的级别。它包括3门课程，

 每门课程的内容都建立在相关管理阶段板块

 的基础上。

 Paper 3 管理会计风险与控制策略

·管理控制系统

·对控制系统的检查与审计

·财务风险管理

·信息系统的风险与控制

 Paper 6 管理会计商业策略

·评估竞争环境，与竞争环境相互影响

·评估不同可选方案，进行规划和估价

·实施策略计划

 Paper 9 管理会计财务策略

·财务策略的制定

·财务管理

·企业计价与收购

·投资决策与项目控制

备注：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当今的财务人

    员需要掌握更多战略性的财务管理知识和

      技能，参与和支持企业的经营决策并为企

        业创造价值，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财务管理

          专家，并以CIMA为傲。"

林玉华

ABB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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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当选为CIMA在中国的第一个优秀合作伙伴，

    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与CIMA继续保持合作。经CIMA培训

     过的员工都是优秀的财务专家，他们能帮助公司培养新的财务

       人员。如果没有职业资格认证，你事实上只是持有一个学位，

        尽管拥有很多学术知识，却毫无实践经验。而学习CIMA并获

         得职业资格会让你对自己作为一个财务专业人士更加充满自信。”

    Lim Tau Kien 林道娟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CFO



工作经验的获得

CIMA工作经验的要求

对于大多数雇主公司来说，CIMA较之一般的

资格证书，更具价值和实用性，因为它与商

务紧密结合，其各级资格认证真实地反映出

学员通过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和提高的工作实

践能力。CIMA与其他机构不同，只要您的工

作与财务管理相关，您可以在任何单位里完

成CIMA培训。

CIMA的课程设置与您的日常工作是紧密结合

的。由于理论学习只有运用于商业实践中才

会产生更大收效，所以CIMA要求学员必须具

备三年相关工作经验才能成为特许管理会计师。

您可以在考试之前，之间或之后从事相关工

作，获得经验，但是最好是边工作边学习。

您在学习期间的兼职，假期打工或实习都可

算做您的工作经验。

您的工作应当涵盖“基础”，“核心”和“补

充”领域的实践经验。您不需要积累各个领

域所列出的所有工作经验，但是必须要具备

至少18个月的核心经验。

·基本经验

1a 编制和保存会计记录

1b 法定及规定申报

1c IT桌面操作技术

1d 系统与程序开发

·核心经验（最少十八个月）

2a 编制管理帐目

2b 企划、预算及预测

2c 决策管理报告

2d 产品及服务成本计算

2e 信息管理

2f 项目评估

2g 项目管理

2h 营运资金监控

·补充经验

3a 财务策略

3b 企业融资

3c 库存管理

3d 税务

3e 业务评估及评定

3f 商业策略

3g 对外关系

工作档案(Career Profile)

“工作档案”是您的一份类似详细简历的文

档，用于记录和证明个人所获得的实践经验

和技能。

顺利通过战略阶段的所有考试后，学员则需

提交“CIMA工作档案”。此外，提交的“工

作档案”须得到您雇主公司的签字认可。

通过CIMA管理会计职业能力考试(TOPCIMA)

后，您可以申请成为CIMA的会员，经过CIMA

对您工作档案的核实和批准后，就可正式成

为会员，在您名字的后面加注ACMA。您必

须在通过最后一门考试的五年内申请会员资

格，更多信息，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per2.

技能发展

优秀的商界精英需要精湛的沟通技巧和人际

关系，这些内容也是工作档案的一个组成部

分。用简短的描述来体现您通过谈判、演说

获得的沟通技能。

| 13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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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是从事会计工作，

    我在大学里学的也是会计和财务。 我毕

      业的时候就决心在这方面发展我的事业，

        我选择了CIMA，它是我的首选。 我对

         审计不感兴趣，我想在企业中工作，所

           以CIMA一直就是我想去学的资格。 我去

            了一家英国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提供给我

              参加CIMA培训的机会，使我的事业有了

                很大的发展。 我非常感谢我的公司以及 
                  CIMA让我不断进步。"

Neil Cheshire

埃迈贸易有限公司 亚太区财务总监

“与CIMA的合作让我们保持了高素质的财

   务领导力，同时也加强了我们员工的工作

    能力。”

Rob Walden 

宝洁公司 英国和爱尔兰财务总监



CIMA培训 让您与企业共发展

CIMA 雇主公司合作计划公司支持

全球数以万计的公司聘用CIMA会员和学员，

并向他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支持，如资金赞助、

进修假期和各种培训等，使他们在学习CIMA

的同时获得各个领域的工作经验。

CIMA的会员和学员具备广泛的个人技术和才

能，比如决策能力，交际能力和分析能力

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数字技能。 这就是为什么

世界上的知名跨国公司都将CIMA列入其商业

资格的首位。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除了招

聘CIMA会员外，还定期选派雇员参加CIMA

的培训课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本土企业规模的

不断扩大，国内企业也越来越重视管理会计

的运用和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 CIMA是一

张通行证，能够帮您在商业、金融、咨询、

制造业和公共事业部门等任何领域打开成功

的大门。

CIMA与多家雇主公司建立联合培训伙伴计划，

向他们提供特许管理会计师培训纲领，并对他

们进行认证，确保其员工在学习期间能够得到

适当的支持，也就是说：

每年CIMA都会对全球的合作企业进行评估，

根据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表现颁发雇主公司

合作大奖。 此奖项分为两级，即CIMA培训--

优秀雇主公司合作奖 (CIMA Training--Partner)

和CIMA培训--卓越雇主公司合作奖 ( CIMA 

Training -- Quality Partner）。该奖项不仅树

立了公司重视人才培养，财务管理先进，具有

前瞻性发展战略的良好形象，而且提高了其在

国际上的声誉，获得更多有形和无形资产。获

CIMA认可的公司可享受CIMA内部的各项资讯

和服务，免费参加CIMA举办的各种活动和研

讨会，还可在公开场合使用CIMA专为雇主公

司设计的标志。

CIMA每年度的雇主公司合作大奖的颁奖仪式

都备受瞩目，是CIMA会员及跨国公司高管欢

聚的盛会，有来自各知名公司逾百名财务总

监、CFO和CEO出席该项活动，一起探讨公

司财务管理与财务人员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与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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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协助您提高专业技能

·使您的培训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令您可以从培训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非常荣幸埃森哲能够当选为CIMA培训卓

    越合作雇主公司。CIMA为我们的员工提

     供了非常好的培训。 从这一举措也可以

       看到我们公司在培训投入方面的力度和决

        心，以此来提供企业员工的职业技能。”

                                                洪大德

            埃森哲中国外包业务中心副总裁

“联合利华在中国采用CIMA培训体系已经

    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我们一直认为发展

     职业化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要求公

       司所有新的管理培训生都必须接受CIMA的

        资格培训。CIMA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帮助他

          们提高，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更好地发挥

           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而且会继续

             坚持与CIMA合作的原因。 就我个人而言，

               CIMA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有很大的帮助，回

              过头看比如说，让我遵守职业操守，帮

                 助我掌握和理解我所参与运营的公司的状

                  况和业务等等。 总而言之，我是CIMA忠

                    实的追随者。”

                                       James Bruce

          联合利华（中国）财务和IT副总裁

14 |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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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注册成为CIMA的一员，无论在您学习和培训的整个过程中，还是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

CIMA总部协同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都会针对您身为学员或会员的不同需求竭诚为您提供辅导材

料、业内新闻、网络资讯、就业信息和社交机会等各项帮助。不管您身在何方，您都可以享受来

自CIMA的强大支持，使您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始终处于业内的最前沿。

CIMA终身学习的机遇

当您注册成为CIMA学员，您将:

获得一套学生资料，其中包括您作为CIMA学

员期间所需了解的所有信息和一些指导建议，

告诉您如何学习，怎样获取更多资讯并更进

一步解释课程大纲、工作经验要求和CIMA内

部管理要求。

每月收到CIMA总部寄出的英文杂志。此月刊

刊载财经文章和针对学员的辅导材料。

定期收到最新的电子版新闻。只要您在我们

的网站上注册了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就

会为您提供与学生有关的即时新闻和活动消息。

参加“电子教师”活动。此活动一年举行两

次，使您有机会向在英国的CIMA老师发送

电子邮件咨询学习考试方面的问题。

获得考后指导。在每次考试以后，出卷者都

会提出反馈和指导意见供您参考。

您还可以在CIMA的网站上进行各种在线操作，

包括注册、报名考试、支付费用和更新个人资

料等。

在线职业继续教育服务:

2005年起，CIMA向全球会员开放了免费的在

线职业继续教育服务。该服务包括一套可由

CIMA会员自由使用的免费网络资源。这套网

络资源是为丰富 CIMA职业继续教育，满足

CIMA会员在当今商业环境中日益增长的各种

需求精心设计的。

该项服务提供的免费网络资源具体包括：

* Harvard ManageMentor PLUS (哈佛商学院

 网络课程)，针对热门管理问题从战略和操作

 层面上提供了实用信息，每一个案例都附有

 在专家指导下总结出的建议、提示(技巧)和

 工具。

* Business Source Corporate (商业资讯大全)，

 提供丰富的电子期刊服务，它可让CIMA会员

 进入一个数据库，在线使用3000多种商业和

 学术类全文期刊，其中一些数据档案从上世

 纪二十年代保存至今。这项服务每日更新，

 用户可以在期刊出版时同步使用。

* CIMA Inform (CIMA通告)，由CIMA与享誉

 世界的商业信息提供商GEE资讯合作提供的，

 使CIMA会员能够在线获取独家信息，紧随财

 务管理界的脉动，把握公司的风云变化。 

·推荐的阅读材料

·过去的考试试题

·学习指导

·考试技巧

·案例研究资料

·杂志文章

·考后指导

·实践经验方面的帮助

·科目搜寻

·与世界各地学生交流 

    经验的论坛

学生网站专区:

作为CIMA的注册学生，您能够进入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的学生专区。该区域是专

门为CIMA学生设计的，包含大量信息和辅导资

料，包括: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中国

  企业不单要求会计人员要具备丰富的会计经验和

   能力，同时也希望他们的会计人员有非常强的分

    析和管理能力来帮助他们整理计划、经营和做决

     策。CIMA正是为企业培养这些人才来发展他们的

      中国业务。"

杜志尧

通用汽车仓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我当初选择CIMA是因为我想在财务与管理

  领域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我对CIMA的

   信念得到了很好的回报，我获得了在世界几

    大洲的各种工作转换和职位升迁的机会。我

     坚信CIMA今后会一直保持这种优势，领先于

      其他会计资格认证。”

Dave Johnson

活力美洁时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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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条件

学历要求

英文水平要求

学习途径

学习CIMA的途径有很多种。 您可以购买

学习资料自学，也可以通过网络接受远程

教育，还可以到特定的院校参加全日制或

业余制的CIMA培训班。

CIMA的培训机构

CIMA对培训机构的评估时间为2-3年， 我

们会选择优秀的培训机构，并分别授予他们

相应的培训等级，即：注册级和推荐级。目

前在中国地区，CIMA只有注册级的培训机

构，还未正式启动推荐级培训机构的评估。

如果需要获得培训机构的资料，请登陆我

们的网站：www.cimaglobal.com/colleges2

查找当地的培训院校或与CIMA的中国代表

处联系。

CIMA的教材

CIMA的教材有几个版本，如果您决定参加

面授课，则可咨询您的培训机构，由他们

为您推荐或购买教材。CIMA的官方教材是

"CIMA Official Learning System", 如果要

订购您可以联系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

分公司或CIMA中国代表处。

免试政策

目前，在中国地区，CIMA还未对当地的学

历和资格设立相应的自动免试确认程序，

CIMA英国专家组将根据您提供的免试资料

进行逐一评定，并通过邮件告知您免试结果。

具体免试科目将根据您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

由于各大学及其专业的教学大纲有所不同，

CIMA要求您出具成绩单来了解您在大学里

所修的课程和学时及与CIMA学习大纲相关

的内容。

如果您拥有相关海外学历或者国际资格证书，

CIMA有相应的自动免试确认程序。 您可以

直接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exemptions2 输入该

证书的名称或关键词后，系统会自动显示您

能够豁免的科目。 

如果您没有找到您的学校名称，则需要提

交成绩单和学历证明按照逐一评定的方式由

英国总部做出免试决定。

备注:所有的考试豁免权都由CIMA决定。 您

不一定要接受给予的免试。事实上，由于管

理阶段和战略阶段的考试都是建立在基础阶

段的课程大纲之上的。参加一些基础阶段的课

程考试有利于您顺利完成以后较高阶段的学业。

CIMA考试

如果您参加的是管理阶段和战略阶段课程的

考试，注册和考试报名则有非常严格的时间

限制。 这两个阶段的考试均采用笔试方式，

且一年只在5月和11月举行全球统一考试。

由于免试申请需要一段时间的处理（28个工

作日），如果您需要申请免试并参加当年笔

试，我们建议您至少提前一个月注册，并尽

快递交申请免试的材料。

如果您参加的是基础阶段课程的考试，注册

和考试报名则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该

阶段为计算机形式的考试（CBA），时间安

排较为灵活。

学习CIMA 及 CIMA免试政策

·凡持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即可报名成为

    CIMA正式学员。

·教育部认可的高等院校在校生，顺利通过

   第一年的所有课程考试且年龄在18岁以上

   者，即可报名成为CIMA正式学员。

·凡持有会计类相关职业证书者，即可报名

   成为CIMA正式学员。

·未符合以上报名资格的申请者，可与我们

    的中国代表处联系，根据个人情况经过审

    核程序决定报考资格。

·相当于大学英语六级或托福580、雅思6.0

   以上的英语水平。

考试时间	         注册时间	   考试报名时间

 5月考试	        1月31日前             3月1日前

11月考试        7月31日前           9月1日前

考试时间	         注册时间	   考试报名时间

 5月考试	        1月31日前             3月1日前

11月考试        7月31日前           9月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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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  注册程序

第一步:网上注册

登陆CIMA全球网站www.cimaglobal.com，再

进入导航栏中“Getting Started”，即可根据

提示的文字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网上注册。鉴于

我们会根据学员所提供的联系地址来发布和通

知CIMA 相关信息，所以请务必确保所填写的

个人信息(特别是Email地址)准确无误，并且在

个人信息出现变动时，及时更新。

　　

第二步:缴纳注册费和年费

需要注意的是，在学员注册完成后，需要即刻

缴纳注册费和年费（具体费用请登陆我们的网

站www.cimaglobal.com/fees2)。我们建议学

员使用国际结付的信用卡(中国各大商业银行

具有外汇支付功能的VISA和MASTER卡都可

以)直接在网上付费。除了注册费和年费以外，

考试费、免试费等费用的缴纳也都可以在网上

直接支付，非常简便快捷。如果学员不喜欢信

用卡网上付费方法，也可以在学员注册完成后，

选择使用汇票的方式将相关费用邮寄到英国总

部，并附上带有学员号(Contact ID No.)的CIMA

学员注册确认函。

*办理汇票方法:
1.用外汇直接办理汇票

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填写“中国银行汇款回单”，

申请办理汇票。其中“汇款回单"中左上方请选

择“票汇D/D”，在“收款人”一栏中填写CIMA

的全称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或简称CIMA。

2.用人民币办理汇票

学员向中国银行出示CIMA资费表

(可在www.cimaglobal.com/fees2下载打印)，

填写完整的网上英文报名注册表，CIMA学员

注册确认函，身份证和这些文件的复印件去办

理个人购汇手续，然后再办理汇票。如托人代

办，代办人除了出示委托人的以上文件外还要

出示自己的身份证。

第三步:直接邮寄个人相关资料到中国
           上海代表处
 
资料包括：

1. CIMA伦敦总部的email(注册成功和缴费成功)

    确认回函打印稿。(回函上会有您的学员ID)

2. 大学课程/专业资格证书的成绩单复印件(学

    校/认证机构签字盖章)

3.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专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学校/认证机构签字盖章)

4. 以上复印件的英文翻译件(学校/认证机构签

    字盖章)

5. 相关海外学历和国际资格认证的复印件及成

    绩单

备注:

文件签字盖章也可由工作单位进行。请将以上

文件的原件、复印件和翻译件，交给您的毕业

学校/工作单位上司或人事部门/公证处，请该负

责人核对复印件、翻译件和原件的真实性，并

在完全证实的情况下，在所有复印件上都签字

“This is the true copy of the original+签名+单

位+日期”，在所有翻译件上都签字“This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签名+单位+日期”。 

请在提交的文件中附上证明人的名片或其详细

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单位、职位、联系地址、电

子邮箱和电话等。

中国上海代表处邮寄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1038号

梅龙镇广场1905室

200041

电话  +86 (0) 21 5228 5119
传真  +86 (0) 21 5228 5120
邮件  shanghai@cimaglobal.com

C
IM

A
  注

册
程

序

CIMA学员服务中心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CIMA has provided me with a worldwide recognise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which has equipped me well 

   for the business world. CIMA 为我提供了世界广泛认可

     的职业资格，让我在商界里自由驰骋。"

                                      Kenneth Cheung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北亚区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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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从哪里可以获取关于CIMA的更多信息？

想了解课程大纲，请登陆：

www.cimaglobal.com/syllabus2

全球咨询信箱：

cima.contact@cimaglobal.com 

关注中国本地信息，请登陆：

www.cncima.com

中国上海代表处信箱:

shanghai@cimaglobal.com

CIMA和其他财务资格认证有什么区别？

CIMA资格以" 定位高端，立足财务，强调管

理，重视战略" 的特点而备受国际商界推崇。

目前大多数的国际财务资格均面向财务会计，

偏重审计，会员更多地是从事审计工作，就

职于会计师事务所。CIMA是管理会计，偏重

于管理 、战略与财务技巧和分析的结合，会

员更多的是就职于企业，从事财务和管理类

的工作。

费用是多少？

查询考试费用，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fees2。培训费用请直

接和当地的CIMA培训机构联系。 

查询培训机构，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colleges2。

哪些人可以报考CIMA？

凡持有大专以上学历者，或教育部认可的高

等院校在校生，或持有会计类相关职业证书

人员，均可注册成为CIMA正式学员。

报考CIMA需要英语水平证明吗？

注册成为CIMA学员并不需要提供英语水平的

证明。但由于CIMA的所有考试和学习资料，

包括有些培训机构的授课都是英文的，所以

CIMA考试要求学员具有至少相当于大学英

语6级，雅思6.0或托福580的英语水平。

怎样报名注册？

您可以通过在线注册，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registration2。注册成

功后，您需要把确认函打印下来，将相关学

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成绩单的复印件和

翻译件一并邮寄到中国代表处。具体办理程

序请参考本宣传册第17页CIMA注册程序篇，

或与CIMA中国上海代表处联系。

注册有时间限制吗？

如果您可获得免试，直接参加管理阶段和战略阶

段课程的考试，那么您必须遵守以下注册时间：

5 月 笔 试 ：  1月31日前完成注册和免试申请

11月笔试： 7月31日前完成注册和免试申请

怎样知道我是否能获得免试？

查询免试，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imaglobal.com/exemptions2。

目前在中国地区，有哪些地方可以参加CIMA考试？

中国地区已建成的考点分布在上海、北京和广

州，包括机考和笔考点。随着中国学员的增多，

中国其他地区的考点也正在筹备中。详情请登陆

我们的网站www.cimaglobal.com/examcentres2。

 

CIMA一次必须考几门？

一般几年可以完成全部考试？

基础阶段(共5门)，机考，随意组合，即时考即

时出成绩。管理阶段(共6门)，学生可以灵活选

择考试科目，但是CIMA建议学员一次参加2-4
门课程的考试；战略阶段(共3门)，学员必须一次

3门全考，未通过的可补考。 通过全部CIMA考试

一般需要两到三年，如有免考，时间可相应缩短。

如何报名参加CIMA考试?
如果参加基础阶段课程的考试，您可直接与考

点联系，无需在网上报名。如果参加管理阶段、

战略阶段或者TOPCIMA的考试，请登陆我们的

网站www.cimaglobal.com/examcentres2 选择

您所在的国家和城市，获得考点编号并在线报

名考试。

如何获得学习资料？

总部和中国代表处每月会向学员和会员邮寄杂志。

除此之外，全球网站上有丰富的学习资料和调查

报告可供用户免费下载。 

教材有哪些？怎样购买？

一般来说，CIMA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择CIMA官方教材或者培训机构推荐的考试教材。

CIMA官方教材是“CIMA Official Learning 
System”，如果要选购可以直接在网上订购

www.cimapublishing.com，也可以联系中国图

书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或与中国上海代表

处联系。

常
见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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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cimaglobal.com/movie3 观看精彩的影音资料，上述CIMA学员与您分享学

习的体会和心得。

CIMA职位中心网
CIMA的雇主合作企业遍布全球，并定期地

招聘CIMA的会员和学生重点培养。为此

我们推出了CIMA职位招聘(CIMA MY JOBS)

网站，集中发布丰富的职位信息，全球的学

生都能从中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工作机会。

我们也欢迎雇主公司与CIMA合作发布招聘

信息，及时从CIMA的优秀学员和会员库中

觅到适合自己企业的明日精英。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招聘活动，CIMA雇主信

息，职位信息以及其他CIMA的新闻消息，

请访问: www.cimaglobal.com/bulletins3

了解更多CIMA中国资讯，请登陆CIMA中

文官方网www.cncima.com，它将于今年

开通。 

以下是八位优秀的CIMA学员，他们选择了CIMA作为事业成功的加速器。

CIMA学员与您分享体会

“我从事于项目管理工作，也就
    是说没有重复的内容，一直在

     不断的接收新的事物。”

“CIMA使我更善于与不同职业的
   人群打交道，从会计师，预算经

    理到临床医师。”

“CIMA传授了我们最重要的技巧
　之一是管理会计师能与非财务人

     员顺畅沟通。”

“我发现其他会计资格重于回顾
   过去，我更喜欢CIMA面向未来，  

     与公司共同发展。”

“学习CIMA是一个艰辛的历程，
   要边学习边工作。但是，当通

     过了CIMA的考试，那种满足
      感也是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

“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世界在不
   断地变化和发展着。CIMA也在不

     断地更新并提供给会员职业再教
      育发展。”

“我也咨询过其他财务资格认证，
　最终发现CIMA更强调商业发展，

     这也是我选择CIMA的原因。”

“我喜欢涉及到改进方案，机会和
    风险分析方面的知识，CIMA 就

     提供了这些我所需要的内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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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 Blanche
内部审计 
英国电信集团 
BT Group

Gurpreet Aujia
财务管理培训生
英国国家卫生署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 NHS

Ian Carroll
财务分析师
美洲豹汽车 
Jaguar

Elizabeth Lilker
财务会计
路易威登集团 
Louis Vuitton (LVMH) Group

Debbi Shroot
事业发展总监
Emap 广告公司
Emap Advertising Ltd

Keith Muirhead
管理会计师
英国广播公司
Broadcasting

Mary Li Wan Po
财务副总监
威能集团
Vaillant Group

Gayle Broadhurst
商业分析师
帝亚吉欧
Dia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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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放弃了让人羡慕的工作远赴英国攻读国际金融硕士

学位，学成后加入现在的凯瑞集团爱尔兰总部，随后被派回亚

太区工作至今。

不论在总部还是在亚太区，公司一直都大力支持我参加CIMA

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资格课程的学习；目前我已成功考出

CIMA的全部课程。回顾自身的经历，我觉得：“要有一颗平

常心去对待事情，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无怨无悔，当然同

时也要注意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

CIMA课程的核心在于财务战略管理, 这为大型企业的商业管理

和发展提供思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它也是目前我唯一能找到

的最合适我自己的国际资格认证。在过去学习CIMA课程的几年

中，尽管辛苦但让我在工作的同时能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

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凯瑞集团 凯瑞生化科技中国区财务总监

我来自马来西亚，在英国念工商管理，并获得了学士学位。之

后继续在英国深造并获得了国际贸易及财务硕士学位。

一直以来，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对自己有长期职业发展机会的领

域。财经相关工作为我将来晋升管理层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良好

培训；而非财经岗位则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这不需要你

在工作台前做简单的记账工作，更多地是强调与人沟通和交流，

在各个方面得到提高。

大学毕业后，我幸运地成为英国皮尔金顿公司的管理培训生，

由于我出色的表现，公司推荐我参加CIMA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

职业资格课程的学习并承担了所有费用。去年，我被派到上海

发展，这让我喜出望外，并更坚定了在公司长期工作的决心。

我也发现我的上司和一些同事也是CIMA的会员。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我感到CIMA职业资格不仅丰富了我在管理和财务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也为我在今

后商务和职业竞争中增加了非常有份量的砝码。

Steven Goh

英国皮尔金顿公司上海代表处 商务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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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了解分栏信息，请点击登陆以下链接：

www.cimaglobal.com/opportunities2 最新招聘活动和职位空缺

CIMA雇主培训计划方案

免试政策

培训机构

CIMA商业会计证书

全球考试地点

CIMA课程大纲

历年考试全真题

工作经验

费用

注册登记CIMA学员

薪资调查

CIMA学员分享体会

全球联络处

信息发布站

www.cimaglobal.com/cimatraining2

www.cimaglobal.com/exemptions2

www.cimaglobal.com/colleges2

www.cimaglobal.com/cba2

www.cimaglobal.com/examcentres2

www.cimaglobal.com/syllabus2

www.cimaglobal.com/studyresources2

www.cimaglobal.com/per2

www.cimaglobal.com/fees2

www.cimaglobal.com/registration2

www.cimaglobal.com/salarysurveys2

www.cimaglobal.com/movie3

www.cimaglobal.com/country2

www.cimaglobal.com/bulletins3

CIMA网站重要链接

CIMA职业资格为您在商界大展鸿图铺平道路，

让您处于战略决策的最中心，这一优势是其他

的财务资格所不能企及的。

 

当您成为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以后，我们将

助您跨入职业发展的快车道，
C

IM
A

网
站

重
要

链
接

CIMA职业资格  助您纵横商界

纵横商界





RC0230906

26 Chapter Street
London SW1P 4NP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20 8849 2287   
传真:+44 (0)20 8849 2450   
电邮:cimacontact@cimaglobal.com 
www.cimaglobal.com

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  中国代表处

上海市南京西路1038号

梅龙镇广场1905室

邮编:200041
电话:+86(0)21 52285119
传真:+86(0)21 52285120
电邮:shanghai@cimaglobal.com
www.cimaglobal.com/china2

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  伦敦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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