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会计学专业 (普通会计)
学生/ 毕业生报考 QP 之课程规定

QP 课程

学科范畴

学科名称
010010235 基础会计

财务会计/ 财务报告
单元 A 财务汇报

010030050 中级财务会计
010040030 高级财务会计

法律（含商业法及公司法） 440010030 经济法
010050020 成本会计
管理/ 成本会计
010060020 管理会计
单元 B 企业财务

单元 C 业务鉴证

单元 D 税务

财务管理/ 公司理财

020010030 财务管理

统计学/ 计量方法

78009003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或 770010230 统计学）

管理学

170010020 管理学

审计学

030010030 审计学
（或 040410030 审计学原理）

信息管理

330070240 会计信息系统
(或 330050225 管理信息系统)

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

030010030 审计学
（或 040410030 审计学原理）

税法/ 税务筹划

100090030 中国税制
48028003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
期终考试

480130030 宏观经济学
市场营销/ 市场学

180010020 市场营销学

备注： 学生须修读上述学科/ 课程，以符合报考 QP 的注册要求。
带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属选修课，在校学生修读选修课时应该优先选读切勿漏选。

浙江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会计学专业（ACCA 方向）
学生/ 毕业生报考 QP 之课程规定

QP 课程

学科范畴

学科名称
050090050 Financial Accounting (F3)

单元 A 财务汇报

财务会计/ 财务报告

050100040 Financial Reporting (F7)
050070040 Corporate Reporting (P2)

法律（含商业法及公司法） 050060030 Corporate & Business Law (F4)
050110030 Management Accounting (F2)
管理/成本会计
050120030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5)
单元 B 企业财务

单元 C 业务鉴证

单元 D 税务

财务管理/ 公司理财

050080030 Financial Management (F9)

统计学/ 计量方法

78009003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或 770010230 统计学）

管理学

170010020 管理学
（或 050010030 Accountant in Business (F1) ）

审计学

050040040 Audit & Assurance (F8)

信息管理

330070240 会计信息系统
(或 330050225 管理信息系统）

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

050040040 Audit & Assurance (F8)

税法/ 税务筹划

050140030 Taxation (F6)
48028003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
期终考试

480130030 宏观经济学
市场营销/市场学

180010020 市场营销学

备注：学生须修读上述学科/ 课程，以符合报考 QP 的注册要求。
带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属选修课，在校学生修读选修课时应该优先选读切勿漏选。

浙江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会计学专业（CPA Canada 方向）/ （中加项目方向）
学生/ 毕业生报考 QP 之课程规定

QP 课程

学科范畴

学科名称
040470030 Introductory Financial Accounting
040500030 Intermediate Financial Reporting (1)

单元 A 财务汇报

财务会计/ 财务报告
040520030 Intermediate Financial Reporting (2)
040540030 Advanced Financial Reporting
法律（含商业法及公司法） 440010030 经济法

单元 B 企业财务

单元 C 业务鉴证

单元 D 税务

管理/ 成本会计

040480030 Introductory Management
Accounting
040530030 Intermediate Management
Accounting

财务管理/ 公司理财

040490030 Corporate Finance

统计学 /计量方法

78009003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或 770010230 统计学）

管理学

170010030 管理学

审计学

040510030 Audit & Assurance

信息管理

330070240 会计信息系统
（或 010260230 会计信息系统（双语)）
（或 330050225 管理信息系统）
（或 040560030 Information Techonolgy）

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

040510030 Audit & Assurance

税法/ 税务筹划

100090030 中国税制
48028003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
期终考试

480130030 宏观经济学
市场营销/ 市场学

180010020 市场营销学

备注：学生须修读上述学科/ 课程，以符合报考 QP 的注册要求。
带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属选修课，在校学生修读选修课时应该优先选读切勿漏选。

浙江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会计学专业（US CPA 方向）
学生/ 毕业生报考 QP 之课程规定

QP 课程

学科范畴

学科名称
040200030 基础会计 (双语)
040151030 财务会计与报告 (I) (双语)

单元 A 财务汇报

财务会计/ 财务报告
040152030 财务会计与报告 (II) (双语)
040153030 财务会计与报告 (III) (双语)
法律（含商业法及公司法）

440010030 经济法
（或 040360030 法规 (双语)）
040160030 商业环境与概念 (双语)

管理/ 成本会计
040350030 内部财务报告 (双语)
单元 B 企业财务

单元 C 业务鉴证

单元 D 税务

财务管理/ 公司理财

020010030 财务管理(双语)

统计学 /计量方法

78009003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或 770010230 统计学）

管理学

170010030 管理学

审计学

040181030 审计与鉴证(I) (双语)

信息管理

330070240 会计信息系统
（或 330050225 管理信息系统）

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

040181030 审计与鉴证(I) (双语)

税法/ 税务筹划

100090030 中国税制
（或 330050225 税收与商务决策 (双语)）
48028003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
期终考试

480130030 宏观经济学
市场营销/ 市场学

180010020 市场营销学

备注： 学生须修读上述学科/ 课程，以符合报考 QP 的注册要求。
带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属选修课，在校学生修读选修课时应该优先选读切勿漏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