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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mier university in Asia, th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 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for its 
world-class research and distinguished teaching. 
Established in 2000, SMU’s mission is to generate 
leading-edge research with global impact and produce 
broad-based,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for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SMU education is known 
for its highly interactive, collaborative and project-based 
approach to learning, and for its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pedagogy of seminar-style teaching in small class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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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大学财务管理课程 

于学习、感悟、体察间融⼊入顶级名校氛围

新加坡知名⾦金融企业课程 

于传授、探讨、互动间博采企业众家之⻓长

世界顶级名校学⽣生交流会 

于专业、专注、分享间结实⾏行业精英领袖

海外交流项⺫⽬目证书 

于交流、实修、竞争中展⽰示个⼈人实⼒力



        新加坡管理⼤大学财务管理项⺫⽬目学员将接受全球顶级会 计学院和全球 500 强⾼高管财务⽅方向课程,掌握第⼀一⼿手财务会计知识,了解国
际财务的最新动态及海外离岸公司业务的会计处理。同时,项⺫⽬目将联合管理⼤大学会计学院举办财务案例分析⼤大赛,给予学员专业的点评
及指导。项⺫⽬目学员将获得新加坡管理⼤大学官⽅方证书,优胜团队将获得⽐比赛证 书,优胜个⼈人将获得教授亲笔签名的推荐信。  

        该项⺫⽬目是国内少有的为财务、会计、ACCA、CGA 专业的同学以及⽴立志于从事会计⾏行业的同学专⻔门开设的海外交流项⺫⽬目,课程
及案例分析为主线,⾏行业体验及职业发展 为辅线,为学员提供更优异的平台。  

        新 加 坡 管 理 ⼤大 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的 会 计 硕⼠士专业学位,获得新加坡会计发展局(SingaporeAccountancy 
Commission)、 新 加 坡 会 计 师 协 会(Institute of CertifiedPublic AccountantsofSingapore)、 澳 ⼤大 利 亚 公 共 会 计 师 协 会 
(CPAAustralia)、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等 8 个区域和全球会 计专
业机构认可,是新加坡最受认可的会计硕⼠士课程。新加坡管理⼤大学已经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商业管理⼤大学,在 UTD 世界知名商学院排
名中, 新加坡管理⼤大学排名第 54 位。其李光前商学院和经济学院在亚洲排名 第三;会计专业在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 10;⾦金融专业
在亚洲排名 第⼆二,全球排名第 25。  

项⺫⽬目简介

■ 全球顶级会计学院课程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全球排名第⼆二,师从⼀一流教授,课程设置让学 员掌握第⼀一⼿手会计知识,为海外留学及职业发展奠定基础。项⺫⽬目
结合会计学院实务案例授课,充分体验海外⼀一流商科院校的教学⽅方式,融⼊入课 堂氛围。  

■ 世界 500 强企业⾼高管财务课程  

项⺫⽬目将邀请世界 500 强⾼高管提供离岸财税⽅方向课程,从实务⾓角度聆听业 务资讯,了解会计⾏行业。往期合作企业⾼高管来⾃自全球 500 强、
新加坡⼤大 华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等,让学员充分体验⾦金融⾏行业财务运作、了解 ⼈人才需求。  

■ 证书与推荐信  

项⺫⽬目学员将获得新加坡管理⼤大学官⽅方课程证书,同时⽐比赛优胜团队将获 得优胜组证书,表现突出学员将获得会计学院教授亲笔签发的
推荐信, 为求职和深造提升竞争⼒力。  

项⺫⽬目收获



项⺫⽬目⽇日程

注:日程可能会根据大学、企业情况进行临时微调。

关于新加坡管理⼤大学商学院  

新加坡管理⼤大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是新加坡第三所公⽴立⼤大学,是以商科为主要⽅方向的⼤大学。 根据最新的⾦金融时报 
Global Master in Finance Post- Experience Ranking2015 排名中,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财富管理获全球排名第三、应⽤用⾦金融硕⼠士
亚洲排名第⼆二。管 理⼤大学⾦金融理学硕⼠士开始于 2012 年,专注于知识在实战过 程中的应⽤用兼顾理论和实际操作。  

更多资讯访问 www.smu.edu.sg  

日期 �  上午 �  下午 �  晚上 � 

第一天 �  国内起飞 �  抵达新加坡,入住酒店 �  项目说明会及“破冰行动”

第二天 � 
SMU � 学校介绍 � 研究生申
请指导 � 

世界 � 500 � 强公司高管财
税专业课 � 程培训(一) � 

SMU � 课程材料解读 � 小组讨论 � 

第三天 �  全球财税方向课程(一)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
院介绍 � 
研究生申请指导

导师财务比赛辅导(一) � 

第四天 �  全球财税方向课程(二) �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校走访 � 
在校生交流会

导师财务比赛辅导(二) � 

第五天 �  全球财税方向课程(三) �  税务局访问及学习 �  导师财务比赛辅导(三) � 

第六天 �  比赛彩排及报告撰写提交 � 

财务管理大赛展示 �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方负责
人颁发 � 
证书推荐信

团队庆功活动 � 

第七天 �  新加坡文化考察 �  自由活动 �  返程 � 

Q: 项⺫⽬目期间住宿如何安排?  

A: 公司原则上希望项⺫⽬目学员统⼀一⼊入住,⼀一⽅方⾯面安全有保障,另⼀一⽅方⾯面项⺫⽬目期间⼯工作繁忙,晚上需要和⼩小组成员进 ⾏行讨论。如实在需要
单独⼊入住,请尽量住在离其他成员较近的酒店,并且⼀一定要找正规的、安全的酒店。不要只 考虑价格因素,选择不正规酒店,为⾃自⼰己留
下安全隐患。  

Q: 项⺫⽬目中涉及到的⽐比赛和课程,我年级⽐比较低,可以参加吗,如何准备?  

A: 新加坡财务管理项⺫⽬目可以满⾜足学⽣生对⼀一个⾏行业深⼊入了解的学习需求。我们对于学⽣生没有严格的专业限制,但是 由于财务项⺫⽬目的专
业程度较强,希望学⽣生为财务管理或会计相关专业,或者对财务会计有⼀一定基础知识,⼤大⼆二及 以上年级为佳。项⺫⽬目开始前,需要项⺫⽬目学
员认真阅读指导性材料,以保证更⼤大的项⺫⽬目收获。  

Q: 项⺫⽬目对于语⾔言有什么要求?  

A: 新加坡财务管理项⺫⽬目以英⽂文和中⽂文为主,我们将考查学员的英⽂文能⼒力,只要通过我们的考核,表明能够胜任该项⺫⽬目。当然,如果具备
英⽂文的财务基础,在⾯面试与项⺫⽬目学习中会有更好的优势。  



国内任意

2016年01⽉月24⽇日-2016年01⽉月30⽇日

新加坡

常⻅见问题

申请费:1000 元 
项⺫⽬目费:5250 元 项⺫⽬目费⽤用已包含:教授课酬,上课、活动及⽐比赛场地费,交流会活动经费, 指导⽼老师服务费保险、主要景点
⻔门票等。  

其他个⼈人承担费⽤用:  

往返机票费:往返新加坡机票为 1500-3000 元左右(不同时间,不同 出发地点会有浮动); 
其他:护照及签证费⽤用,项⺫⽬目期间住宿约 300 元 / 天,交通及吃饭费⽤用 约 100/ 天;购物及其他个⼈人额外花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