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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
IMA 简介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简称 IMA)是
目前全球最为领先的国际管理会计师组织，主要致力于帮助企业内部的财务人士
获得能够提升企业整体绩效的知识和技能。IMA 成立于 1919 年，前身是美国成
本会计师协会(NACA)，总部设立在美国新泽西州，拥有遍布全球 265 个分会的
超过 70,000 名会员。
在国际上，作为美国 COSO 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及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
的主要成员，IMA 在管理会计、公司内部规划与控制、风险管理等领域均参与
到全球最前沿实践。此外，IMA 还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组织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IMA 拥有一系列的工具和资
源可以提升个人职业技能、激发个人职业潜能、甚至优化企业整体绩效。IMA
通过旗下备受全球 CFO 推崇的注册管理会计师（CMA）资格认证、高端会员人
脉网络、持续教育课程、以及高标准职业道德规范实践，为 IMA 会员搭建一个
资源丰富、充满活力的发展和社交平台，从而推动会员的职业生涯发展。

中央电视台报导我国高
级会计缺乏，加快人才
培养

高校与国家外国专家局
培训中心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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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 原执行总裁保罗夏
曼(右四)拜访政府部门
与政府官员及行业专家
合影。

关于 CMA
CMA 认证简介
IMA 旗 下 的 专 业 资 格 证 书 — 美 国 注 册 管 理 会 计 师 资 格 认 证 (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简称 CMA)，在全球各行业均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认可，
是目前全球管理会计及财务管理领域的最权威的认证，一直被雇主公认为国际财
务领域的黄金标准，广泛的被世界 500 强企业采用并成为主要人力评估标准，
CMA 和 CFA，AICPA 一起被称为美国最“牛”三大财金证书，刚登陆中国就被财
政部、国资委、商务部、总会计师协会等 16 大机构列入国家重点人才培养计划。
CMA 认证客观地评估了学员对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知识体系掌握的能力和技
能，成为求职就业晋升非常有力的敲门砖。与 CPA，ACCA 不同的是，CMA 不
仅涉及到财会方面的知识，而且涵盖了整个管理知识体系，特别是帮助管理层决
策分析方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国企央企感叹：缺的就是 CMA
CICPA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原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丁平准说：
“虽然我国持证会计人员达 1500 万之多，到高端会计人才却不足 40 万，管理会
计人才缺口达到 300 万以上。考取 CMA 认证，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张通往国际财
会舞台的通行证。”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副院长刘俊勇教授曾分析说：“未来十年内，会计行业
的人才结构将发生巨大的转变。核算会计将大量过剩，管理会计将稀缺抢手，初
步预计，有 2/3 的普通财务会计将被迫面临失业或转行。”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长李炳忠用一句话概括了管理会计的重要性管理
会计是银行的衣食父母，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成本分摊和风险资本配备等领域
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国资委群工局副局长郭保民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培养熟悉国际市场、企
业成本掌控、资本运作、价格提升、战略规划，掌握信息会计技术，非常具有国
际视野的，善于跨文化交流的，能够积极参与企业决策的财会管理人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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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管理会计师（CMA）孜孜不倦培养的就是这样的人才！据笔者调研，美国
90%以上财务从事的都是管理会计岗位，而中国目前阶段不到 10%，中国基于管
理会计人才的缺口达 300 万，对既懂财务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求贤若渴，
重金难求。

CMA 受到国资委、总会计师协会、金融机构的全面认可

国资委下发红头文件组织 CMA 培训

总会计师协会下发 CMA 培训通知

CMA 是在校学生的高起点
全球认可以认证，专业成就的证明；
具备职场核心竞争力；
较高的初始薪金；
有价值的全球高端会员平台；
享受 IMA 为学生会员提供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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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受到如此关注和推崇的原因
为什么 CMA 培训受到如此关注和推崇？传统的财务会计是立足现在、回顾
过去，记录和总结企业的经营状况，对财务报表进行制作、报告和审计；而管理
会计师的着眼点在于面向未来做好预测和规划，在企业管理中负责监控、反映、
报告和预测企业经营结果，收集、分析和整合企业信息，评估企业整体业绩，执
行和监视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参与到企业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过程中，他们是企
业战略制定，年度预算、滚动预测、成本控制、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系统规划等
工作的中坚力量，从实际需求看其数量远超于传统的财务会计和审计人员。管理
会计和财务会计两者是互补关系不可或缺。管理会计从商业的各个角度考虑问
题，把财务会计数据与各种经济规律相结合，帮助管理层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某
种程度上说管理会计对企业所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意义。
然而国内大多数企业合格的管理会计师数量甚少，解决这一问题的捷径—是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管理会计师培训制度迅速培养；二是会计转型。由于财务信
息化和新的财务咨询管理模式在中国兴起，财务人员面临艰难的转型，而目前国
内的专家学者认为，管理会计（CMA）是会计转型的方向。
CMA 认证适用于各行各业，支持着那些从企业内部推动企业整体业绩的管
理会计和财务专业人士，该认证的目的在于培养财务管理人员的知识广度和深
度，使其能预测未来商业需求，支持企业的战略决策人分析，有效地实行成本控
制，推动企业业绩提升。现在 CMA 业已受到了广大国内外知名公司、财务人士
的青睐，CMA 已经成为财务人员的国际通行证。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和国家引智工作精神，更好地
服务于现代企业及财会专业人士，2009 年 11 月 18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
心与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签约，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将这套先进的知识体系引进国
内，为中国培养大量的高级管理会计人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世界上越来越多企业和组织信赖持有 CMA 认证的财会专业人士不仅仅因为
他们拥有财务、会计和信息管理方面的专业水准，更是因为他们拥有在全球经济
快速变化的环境下推动企业整体纯净的战略决策支持方面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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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是从业者职业发展的有力平台
国际/国内双重认可，专业成就的证明
30 年来，CMA 认证增加的不仅是人数，也包括它的声望。CMA 证书不仅
在美国，在世界上百余个国家也广泛得到承认。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都积极支持
CMA 的考试认证活动。自 2009 年 11 月，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与 IMA 签约
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后，经过政府、企业、协会等各方努力，CMA 在中国快速发
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 CMA 认证。
高薪回报，更多更优的工作机会
根据 IMA 第 17 次年度薪金调查，拥有 CMA 认证的专业人士比没有认证的
财会人员的年薪高 28%；IMA 对全球 225 位企业领导者所做的调查显示，能够
把决策建立在及时准确的财务数据分析的企业，往往可以获取明显的竞争优势，
这种企业被称作“智能企业”。而 CMA 认证正是为执行财务数据分析和预测的财
务人士专门打造的财会认证。
终身的职业发展管家，有价值的全球高端平台

CMA 学到的不仅仅是财务，更是管理！
国际财会认证巨头,助力打造本地商界精英
CMA 具备企业发展的核心价值
如何能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整合和有效利用企业资源，组建以财务为核心
的企业管理架构，已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需求，而 CMA 的价值就在于此，CMA
课程的内容所包含的知识范围能反映管理会计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在现今商业
环境所需要的能力，CMA 认证能够用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
据调查的全球 1400 位 CFO 中，85%的 CFO 认为 CMA 对提高会计人员的专
业水平，熟练程度，有超前和决定性的作用。在世界 500 强，美国 100 强企业管
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中，许多精英都以考取 CMA 证书为荣。

CMA 持证人数过百的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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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核心价值
如何能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整合和有效利用企业资源，组建以财务为核心
的企业管理架构，已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需求，而 CMA 的价值就在于此，CMA
课程的内容所包含的知识范围能反映管理会计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在现今商业
环境所需要的能力，CMA 认证能够用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它的核心价值在
于：
★1.全面的知识体系有助于企业优化运营模式；
企业的运营模式作为企业运行思路与方向，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CMA
课程及考试内容几乎涵盖所有 MBA 课程，因此被比喻为迷你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Mini-MBA Program）。这些课程包含了管理会计、财务计划、预算及财务预测、
财务业绩考评、商业分析、战略管理等涉及企业运营重要方面的内容。
★2.完善的知识体系有助于提升企业管理层的领导力、决策力；
CMA 的面向人群并不仅仅局限于会计人士，CFO、CEO 等从事战略规划的
高层管理人士也是关注 CMA 的重要人群之一。在 CMA 课程中，财务决策作为
一大体系的内容可供学员学习及应用，其中涵盖了财务报告分析、决策分析与风
险管理、投资决策等系统知识，为广大财经人士决策提供帮助。
★3.关注企业内功的打造，提高企业内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CMA 知识内容紧紧围绕如何更快、更优地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设置。
CMA 对帮助企业提高控制、风险评估和管理竞争力有相当大的作用。
★4.有助于企业搭建最优的组织构架；
CMA 课程对组织管理环节也有详细的阐述,其中涉及领导力、工作与团队、
组织沟通、组织管理等多方面。综合其他内容，CMA 可以让企业在快速发展的
进程中及时高歌企业的管理模式，及时找到适应该时期发展的最优组织构架，为
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为企业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统一企业内、外部的“管理语言”，提高管理效
率
CMA 专注为企业培养适合企业发展过程的高技能人才。在广泛的市场调研
及专家委员长会建议的基础上，CMA 考试内容定期优化，其课程设置紧贴当今
CFO 群体最为关注的内容，以便能够及时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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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高等教育联合培养计划学生获益
1.便利的学习条件
学生可以在有效的时间获得双重培养。通过培训课程的学习，学生在校期间
可有效获得相关学位及 CMA 认证课程的双重培养。
2.国际水平的师资力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美
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凝聚了大批优秀的师资推出全新的 CMA 面授课程，这些老师多年
从事管理会计师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关于事物期权、
风险管理、投资决策、统计分析等文章，并整合了国内甚至国际少有的权威师资
队伍。
3.价格优惠，学生认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为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在中国高校推广战略合作
伙伴的华南培训认证机构，并且学生报考会给予相应的优惠。以后学生会员审核
会更加严格，越早报考越早享受 IMA 带来的增值服务。
4.提高就业力
根据 IMA 第 17 次年度薪金调查，拥有 CMA 认证的专业人士比没有认证的
财会人员的年薪高 28%；IMA 对全球 225 位企业领导者所做的调查显示，能够
把决策建立在及时准确的财务数据分析的企业，往往可以获取明显的竞争优势，
这种企业被称作“智能企业”。而 CMA 认证正是为执行财务数据分析和预测的高
层管理人士专门打造的职业认证。对于现在的高层管理人士及财务人士来说学习
CMA 正当其时，适应市场需求，大大提高就业竞争力。近年来，CMA 在中国的
影响力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大陆 CMA 证书持有者在摩托罗拉、GE、百事、NIKE
等世界 500 强企业任财务及管理高层，平均年薪超过 50 万人民币；而拥有 CMA
的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的月薪也在各行业中稳居首位。
此外，国资委更是下发红头文件，在各大央企、国企选拔 100 名财务人员参
加 CMA 的培训与认证。中国银行相关部门也发出通知，要求对考过 CMA 的职
员给予 8000 元奖励并优先提升。央企认同的同时，一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在四处
网罗管理会计人才，在智联招聘上李宁、FESCO、日立（中国）等大型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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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聘书中明示，要求应聘者为“管理会计”，而 IBM、西门子、联想等跨国企业
在国内招聘财务高管时更表明优先考虑“CMA 管理会计人才”。业内人士认为，
由于 CMA 人才能够帮助企业高管推动 EVA 的有效实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因此国内诸多央企、跨国企业接连向“账房先生们”伸出“橄榄枝”并不难理解。
5.终身职业平台
IMA 对会员职业发展的长期规划拥有令人振奋的解决方案。在美国，通过
LinkUp IMA 的“职位黑板”，会员可轻松获得财务职位最新招聘信息。每年定期
举办的“IMA 年会”为学生会员提供一个与知名企业 CFO 近距离接触、相互交流、
拓展人脉的平台。在中国，IMA 定期举办“职业发展研讨会”，帮助会员掌握职业
发展所需的技能和经验。通过 IMA 中文网站的“职位银行”，会员有机会优先争
取到知名雇主的绝佳职位。
IMA 旗下的专业出版物、在线学习课程、IMA 虚拟校园、IMA 终身学习中
心、各种交流平台(年会、兴趣小组等等)、网络研讨会等为会员提供了多渠道的
持续教育服务，保证会员了解并掌握最新的行业知识与发展动态，同时可以完成
后续教育(CPE)要求。

培训联系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 MBA 学院第九教学楼 404 办公室
丛老师
办公电话：020-86263209
手机：15899963931/63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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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资格获取及报名流程
1、关于学生会员入会的规定
学生会员开放群体：
学生会员仅限于在高校注册学习的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MBA、
MPACC 学生和博士生（确保每学期至少修满 6 个学分）
★IMA 学生会员获益：
◎免费获取大量的 IMA 在线学术出版物；如:（价值逾 1000 元）
管理会计公告（中文、英文两种版本供您选择）
IMA 教学案例期刊（中文、英文两种版本供您选择）案例教案为学术会员专
享；
《世界 500 强企业 CFO 调研报告》
《中国企业成本计算方法和成本管理实践》
《管理会计在中国》（出版物）
◎免费参加国内外高层次活动
每年主办或联合举办至少四场高端峰会（业内年度人物颁奖、行动学习系列
活动、管理会计人才建设大会等），为管理和财务专业人士打造高端交流平台。
与合作伙伴每年协办多场峰会/论坛/研讨会/讲座，聚焦业内热点议题。
有机会受邀赴美参加 IMA 年会，与全球财务高管和管理会计专家零距离沟
通交流
◎学生会员专享（学生会员除以上外还可以参加以下活动）
学生可获得参加 IMA 案例大赛的资格；
参加 IMA 在中国举办的各种职业讲座和庆祝酒会活动；
参加 IMA 年会和参加学生领导力会议；
◎会员尊享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认证学习资源及服务（价值逾 5000 元）
免费获取在线 CMA 认证考试大纲说明和学习指导
通过考试后，IMA 为您提供免费教育和工作经验认证
2、CMA 注册
由 IMA 国际教育示范中心统一为学生提供在线注册、考试预约等服务。
注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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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会员年费

注册费用（美元）
普 通 会 在校大学生 学 术 会
企业会员
员
会员
员
5-49 人：175 美元/人
215 美
39 美元
105 美元 50-99 人：165 美元/人
元
100 人以上：定制收费计划

会员注册费（仅付一
15 美元0 美元
15 美元 15 美元
次）
CMA 认证费（仅付 225 美
112.5 美
75 美元
225 美元
一次）
元
元
备注： 1、此费用每年均可能均有所变动，以 IMA 当年公布的费用为准
2、考生必须是 IMA 会员，并支付认证费用后，才能注册考试。
3、考试费用
IMA 董事会日前通过决议，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CMA 认证考试将调整相关
收费标准。
调整后的费用结构为：
2013 年 7 月 1 日起
CMA 认证考试准入费（专业会 240 美元
员）
CMA 认证考试准入费（学生会员 75 美元
/教师会员）
CMA 认证考试费（专业会员）
380 美元/门（若考生同时注册同一考试窗口
下的两门考试，费用为 330 美元/门）
CMA 认证考试费（学生会员/教 190 美元/门（若考生同时注册同一考试窗口
师会员）
下的两门考试，费用为 140 美元/门）
4、考试内容及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与比重
考试题型与比重 考试时间
规划、预算编制与预测
30%
Part 1
100 道 选 择 题
绩效管理 25%
财务规划、绩效与控
75%
4 小时
成本管理 25%
制
2 道问答题 25%
内部控制 15%
职业道德 5%
财务报表分析 25%
公司理财 25%
100 道 选 择 题
Part 2
决 策 分 析 与 风 险 管 理 75%
4 小时
财务决策
25%
2 道问答题 25%
投资决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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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 5%
考试时间：
中文纸考：每年 4、8、12 月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六；
英文机考：每年有 6 个月可以考试，学生可在 1、2，5、6，9，10 月预约参加考
试，方便灵活。

5、考试地点（10 个中文考点）：
北京（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教八楼）
上海（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879 号天地软件园 2 号楼 1 楼培训教室）
南京（南京市龙蟠路 177 号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 205 室）
苏州（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仁爱路 1 号 高博教学区 G 区南楼
-GS103）
济南（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 3 号教学楼 3303 教室。山东济南市中区舜耕路 40
号）
郑州（郑州市金水区东三街河南农业大学桃李园大酒店一楼贵宾厅）
广州（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 1 号广东省广播电视大学 1 号楼）
成都（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06 号（九环宾馆）7 楼银河教育中心 第五教室）
大连（大连沙河口富民广场辽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公寓城）
西安（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 15 号西北大学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桃园校区)2 号综
合楼 6 层 2A604 室）
13 个英文考点：
北京 Beijing（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 融科资讯中心 A 座 4 层 407 单元
(100190)
长沙 Changsha（湖南大学北校区行政楼 305 室 (410005)
成都 Chengdu（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06 号（九环宾馆）7 楼银河教育中心 (610021)
大连 Dalian（大连市高新园区广贤路 131 号培训大厦 1402 室 (116024)
广州 Guangzhou(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 1 号 广东省广播电视大学 2 号楼
205 (510091)
哈尔滨 Harbin(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师大南路 1 号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实践教学
中心（又名实训楼或 3 号教学楼）531 室 (150025)
济南 Jinan(济南市长清区大学城山东数娱大厦 C 座 810 (2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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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Kunming(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 245 号南疆宾馆商务一号楼 307(650000)
南京 Nanjing(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 号徐庄软件园文化中心二期四楼 (210042)
上海 Shanghai(上海市中江路 879 号天地软件园 16 号楼一楼 (200333)
武汉 Wuhan(武汉市杨汊湖常青 5 路 省教育考试院考场(430023)
西安 XiAn(西安市高新区高新 4 路 15 号西北大学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桃园校区)2
号综合楼 6 层 2A604 室 (710069)
厦门 Xiamen(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32 号一楼 103 单元 (361008)
6、CMA 认证
申请 CMA 认证的教育程度要求如下：
1. 教育部认可的 3 年全日制大专学历
2. 教育部认可的学士学位
3. 教育部认可的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毕业证
书）、博士学位
特殊情况：
教育部认可的 3 年制大专学历，适用于 2012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5 月 31 日
之间注册 CMA 考试并支付 CMA 考试认证费的 CMA 考生
教育部认可的其他大专学历，适用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注册 CMA 考试并
支付 CMA 考试认证费的 CMA 考生
申请 CMA 需提供的教育认证资料如下：（根据您的教育背景，请选择适用的一
类）
针对国内院校：（您可选择以下其中一项进行认证）
1. 提供由国内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学历或学位的公证件，公证书上的需有英
文说明。对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后注册 CMA 考试认证费的会员，大专需提供
3 年全日制的学历公证件，本科需提供学位证书公证件，研究生及以上提供学历
或学位公证件。（如需查看公证书模板请点击这里）
2. 提供由学校开具的加盖学校或学院公章的成绩单原件。国内院校开具的
中文成绩单将发到 IMA 北京办事处。
针对国外院校：（您可选择以下其中一项进行认证）
1. 如果您就读的学校在我们认可的不用进行评估的部分国际学院的清单
http://univ.cc/world.php。请把您的成绩单原件邮递给 Amy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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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 果 您 就 读 的 学 校 不 在 我 们 公 认 的 外 国 学 院 名 单 中
（http://univ.cc/world.php）。则必须由以下网站中所列明的独立机构对您的学位
证书或成绩单进行评估：www.aice-eval.org 或 www.naces.org/members.htm.评估
机构需要把评估结果邮递到总部 Amy 女士。
工作经验认证要求：
CMA 项目是让那些从事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的专业人士更显与众不同。考
生必须要具有 2 年连续的在管理会计或者财务管理领域中的工作经验。工作经验
可以是在申请之前完成，也可在考试完成后 7 年时间内完成。
工作经验验证是要看您是否担任过在工作中需要您利用管理会计和财务管
理的原理做出判断的岗位。这样的岗位包括财务分析、预算准备、管理信息系统
分析、财务管理、以及政府、财务或行业中的审计、管理咨询、公开会计审计以
及与管理会计或者财务管理有关研究、教学或者咨询工作。
偶尔运用到管理会计原理的(计算机操作、推销和销售、生产、工程、人员和
综合管理)的就职岗位是不符合要求从业资格验证的要求。同样，实习岗位、培
训生、文书、或者非技术岗位的从业经验也不能满足要求。
所有考试均完成后，我们会将工作经验认可申请表发送给您。如果您希望提
前提交相应材料，请登陆我们的网站，下载工作经验认可申请表并用英文填写。
我们会随机核实您填写的工作经历。这些证件可在认证过程中随时提交，但必须
在认证完成前提交。
一旦取得 CMA 认证，必须坚持满足每年 30 个小时的持续职业教育的要求。
从而保持您 IMA 会员身份的状态。

CMA 中、英文证书
CMA 复习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及发行 CMA 中英文复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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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获得政府支持与企业推荐
来自政府的支持
“希望通过中、美双方的努力，形成一个在中国人才市场上对经过 CMA 培
训的学员成为‘抢手货’的局面，成为‘知名品牌’”。
中国财务部副部长王军
在会见前 IMA 执行总裁保罗夏
“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引进推广 CMA 认证项目，就是要利用 CMA 的知
识体系培养我国管理会计的实用人才，有效地提升我国管理会计水平。”
白继迅
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主任
“CMA 认证是世界财会领域的权威标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该证书的成
功引进，对我国紧缺的高级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对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
业战略决策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对中国高效透明的资本市场的建
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和重要意义！”
陆明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

“管理会计中预测分析、决策分析、预算管理、成本控制等方法和工具
的应用，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体现非常明显，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
中央企业正在不断面临国际竞争，这就需要企业用国际共通的语言进行
交流，财务会计工作也要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企业要从
原来的传统财务会计管理向价值型财务管理转变。”
廖家生
国务院国有资金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务监督
来自企业的支持
“站在财务战略咨询师的角色支持企业决策分析、推动企业业绩发展，这
就是 CMA 持证人的过人之处。在微软，我们渴望找到既掌握财务技能、又
拥有战略性思维能力，以及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员工。如果有人持有 CMA
认证，我们就可以确认他同时具备以上所有令人羡慕的优势。”
Bob Laux,CMA,微软财务总监
“拓宽财务知识面，深入研究知识点，以及学习财务专业英语，是促我选
择 CMA 认证的主要因素。只有复合型的、专业性的并具有国际视野的财务
或审计人员才能最终在这个领域中获得成功，而 CMA 认证较好地符合了我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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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强，CMA，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财务经理

CMA 认证帮助我们辨认出那些具有很强专业技能，同时又拥有高水准职业
道德的财会人才。强生公司从不吝惜投入大量资金去激励强生旗下 200 个
公司的财务部门职员去参加 CMA 培训和考试，并以此作为强生员工领导能
力培养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William L.Brower,CMA,强生公司副总裁
来自专家的认可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创新势必推动中国管理会计的兴盛，而 CMA
作为源自管理会计发源地美国的认证资格也势必为中国管理会计职业界
的首选。
于增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CMA 证书是全球公认的专业资格，得到世界 500 强企业的推崇。我国财务
领域的现状是一般财会人才过多，高级财务管理人才奇缺，而财务管理关
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目前国内的管理会计人才缺口已经达到了 300 万。
绝大多数 CMA 证书持有人，都任职于大型跨国企业，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
阔。
丁平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原秘书长

全球企业认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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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 企业会员群体

更多信息请浏览 IMA 官方网站：
http://www.imane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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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了 CMA 认证，
就拥有了打开辉煌职业发展之门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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