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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样本

立志成为多面手的野考试达人冶

对熟悉及掌握类大
纲需要烂熟于心袁书
本背诵尧理解并结合
试题练习曰而对了解
类大纲袁考生仅需大
概看看书袁勾勒出重
点语句即可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优秀毕业生推荐

人才库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部门经理万先进算得上是一个野考
试达人冶遥 十几年来袁他先后通过了注册
会计师尧税务师尧中级会计师尧房地产估
价师尧土地估价师尧高级会计师尧资产评
估师尧全国会计领军渊后备冤人才注册会
计师方向的选拔等考试遥

野通过考试取得证书并不是目的袁
真正的目的是行走在考试路上袁促使自
己不断地学习新知识袁 充实和武装自
己遥 冶万先进告诉记者遥

成为客户眼中的野专家冶
从 2000年大学毕业至今袁 万先进

一直在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遥 不
间断的考证过程让他的知识储量越来
越大袁 也让他逐渐成为了客户眼中的
野专家冶遥 在职位上袁他也从一名小助理
成长为部门经理袁并能够主持实施在社
会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大中型报表审计
及经济责任审计尧税务审计尧咨询项目遥

野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袁有了理论
才能联系实际袁才能解决问题遥对注册会
计师来讲袁用知识武装自己可以更专业尧
全方位地为客户服务遥 冶万先进说遥
在客户面前袁 注册会计师就是专

家袁需要发现问题尧解决问题袁并能说服
客户遥 这些能力都需要注册会计师具备
多元化的知识尧丰富的执业经验遥 否则袁
注册会计师就会很被动遥

野备考税务师尧房地产估价师过程
中学到的知识袁 可以帮我为房地产客
户在复杂的交易结构中做出合法的税
收筹划曰备考土地估价师尧房地产估价
师过程中学到的知识袁 可以帮我判断
客户在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确认方
面是否合理曰 领军班学习中接触到的
互联网金融知识袁 可帮我在审计 P2P
公司时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和评估遥 冶
万先进说遥

在初入职场的那几年袁万先进以为
考过注册会计师后袁审计业务就完全没

有问题了遥 但在工作中袁万先进在遇到
工程建设尧房地产开发尧复杂的税收问
题时袁却一筹莫展遥

野比如袁工程从可行性研究尧建设直
到验收尧交付袁过程中到底有哪些流程钥
会发生哪些支出钥 有哪些支出标准等问
题都不是仅仅考过注册会计师就能解
决的袁这也是促使我持续考证的主要原
因遥 冶万先进回忆说遥

而对于考证带来的高强度学习袁万
先进说院野考生需要抱着平和的心态袁兵
来将挡袁水来土掩袁用激情尧正能量积极
面对即可遥 各种资质证书的考试是会计
人生中的重要环节袁我们要用积极的心
态逐个征服遥 冶

纸质证书是知识的外在体现形式袁
可以证明一个人的学识遥 但是袁学识与
技能不能划等号遥 只有同时具备学识和
技能袁才能在职场上大放异彩遥

牢记野五要学习法冶
经历过各种会计类证书的备考过

程袁万先进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
和经验袁他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遥

一要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遥

野我在事务所的工作比较辛苦袁加班
是常态遥 很多时候需要在疲惫中学习袁
如果不具备较好的学习能力是很难集
中精力投入的遥 冶万先进说遥

二要善于抓住和利用时间袁野见缝
插针冶地学习遥

野趁着年轻袁当别人在午休时或上
网聊天时袁你可以看书曰夜深人静袁当
别人酣然入睡时袁 你也可以看书曰坐
公交车袁当别人在埋怨塞车时 袁你可
以戴着耳机聆听备考课件的音频遥 冶
万先进说遥

三要突出重点袁逐个击破遥 应试学
习不要求考生面面俱到袁考生复习要紧
紧围绕考试大纲袁对熟悉及掌握类大纲
需要烂熟于心袁书本背诵尧理解并结合
试题练习曰而对了解类大纲袁考生仅需
大概看看书袁勾勒出重点语句即可遥
四要慎用课件遥 学习培训班尧视频尧

音频层出不穷袁 这需要考生去粗取精袁
对能通过看考试用书即能理解的袁就不
要上学习班或听课件袁无谓地浪费学习
时间袁不如用这些时间做试题遥 对通过
看书还不能理解的袁考生可以参加精讲
学习班或听精讲课件遥
五要善于做规划遥 考试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袁不能临时抱佛脚袁需要循序
渐进袁潜移默化袁日积月累遥 当考生计划
考试时袁就要抱着考过的心态袁合理制
定计划袁并完成计划遥按照 90分的标准
去准备袁最终拿到 60分应该不是问题遥
这样袁当考生进入考场前袁就已经具备
了自信遥
万先进还提醒考生袁不论试题难度如

何袁考生都不能轻敌袁更不能掉以轻心遥
野以叶财务管理曳为例袁这门科目有

很多数学题袁看似简单遥 考试时袁我很快
就答完了题袁提前交卷走人遥 满以为可
以拿到高分袁 结果分数才刚及格多一
点袁这说明试题里面的陷阱较多袁考生
切莫粗心遥 冶万先进说遥

对于未来的考证规划袁万先进计划
参加金融类相关考试袁学习更多的互联
网金融知识遥 同时袁他也打算参加注册
会计师境外执业资格的考试遥

姻 本报记者 李一硕

女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 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年 1月至 2015
年 3月以及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袁
期间参与中国石化等公司的年审工作遥

自我评价院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袁实
践能力较强袁做事认真踏实袁为人诚恳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机构尧会计师事务
所的财务或审计相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
xychen117@163.com

陈筱悦

男袁25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审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6 年 1月至 2016
年 4月在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项
目经理助理袁 期间主要负责非公开发
行尽职调查报告等工作遥

自我评价院性格开朗袁具备良好的
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袁适应能力强袁抗
压能力强遥

期望岗位院证券尧私募尧会计师事
务所等财务或审计相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1242245182@qq.com

李斌

周璐

女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专业
硕士研究生袁将于 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 2015年 10月至 2015
年 12月在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习袁
期间独立完成多个账套的后台运营工作遥

自我评价院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袁
工作认真负责袁勤奋踏实袁开朗乐观袁待
人以诚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机构财务会计相关

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
zhoulu1022@sina.com

女袁25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年 8月至 2016
年 4月在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债券
承做业务助理袁 期间主要负责制作全套
上报材料及尽职调查工作底稿的编写遥

自我评价院 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较强袁富有工作热情袁工作认真负责袁
善于沟通袁性格开朗袁乐于助人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机构投行部门尧会
计师事务所相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hwcufe@163.com

黄婉

男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审计
专业硕士研究生袁 将于 2016年 6月
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 2016年 3月至 2016
年 6月在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实习袁 期间主要负责集团成员单位资
金结算方面的工作遥

自我评价院 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
础袁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强袁做事认
真负责袁注重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机构尧会计师事务
所尧企事业单位的财会相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尧深圳市
联系方式院
cuihua520@outlook.com

崔骅

男袁25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 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年 12月至 2016
年 3月在德勤摩立特咨询部门任咨询
顾问助理袁期间参与某机油的定价项目遥

自我评价院适应能力强袁对工作富
有激情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尧咨
询公司的咨询类以及国企的财会类相
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
mengxingzh@163.com

张梦醒

姻 孙利芳/文

考试谈

备考叶财务管理曳需稳扎稳打

在会计中级职称考试中袁 很多人都
认为叶财务管理曳这门课是最难的遥确实袁
叶财务管理曳不像叶经济法曳那样属于硬性
的法律法规袁需要多背诵尧多记忆袁也不
像叶会计实务曳那样实践性强袁多做分录尧
多做题就能顺利过关遥 叶财务管理曳不仅
公式尧符号多袁而且很多诸如资金时间价
值尧风险系数尧贝塔系数等概念也比较抽
象袁很难理解袁学习起来就有一定难度遥
在这里袁笔者将自己学习叶财务管理曳的
五点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遥
一是边学教材边听课遥 叶财务管理曳

与其他科目不同袁 单靠自学有一定难
度袁因此最好选择听课的备考方式遥 听
课前先预习袁 不懂的地方标记下来袁等
到老师讲时全身心投入听课遥 一定要弄
明白公式的原理和意义袁在课堂上把公
式的含义和用法当场消化掉遥 很多公式
不需要死记硬背袁真正理解了就很容易
印在脑海里袁用时才能得心应手遥
二是边学教材边练习遥 每个章节的

教材学完后袁就要配套做本章节的练习
题遥 做习题时袁先不要看教材和公式袁更
不要看后面的答案遥 做一遍后袁对做错
的地方或不会的再重点看书袁并做上标
记袁反复练习袁理解记忆遥 叶财务管理曳的
连贯性尧连续性尧综合性都很强袁如果前
面的章节没弄懂袁 后面的就很难学会遥
因此袁 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袁等
到习题全部掌握后再往下进行遥
三是边做题边掌握技巧遥做题时袁一

定不要生搬硬套袁要先把用到的公式在
脑海里过一遍袁然后分析题目中给出的
数据和条件遥 看哪些数据是题目中需要
的袁哪些是题目给出的野陷阱冶遥 每个公
式都要通过做题加深印象袁要想出一些
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记忆的方法遥 譬如袁
某项资产的贝塔系数和市场组合风险
系数的关系袁你可以理解为某个同学的
考试成绩和全班同学的平均成绩的关
系袁就会让人豁然开朗袁容易掌握了遥 另
外袁有很多公式都是相互联系的袁也可
以相互推导遥 如果忘记了一种方法袁可
以结合题目中的数据用另一种方法推

导计算遥 融会贯通袁才能百战不殆遥
四是循序渐进袁稳扎稳打遥 叶财务管

理曳一定要从基础学起袁一章一章往后
学遥 除了前面说过的学一章教材做一章
练习题外袁还要把每一章做错的题目标
记下来袁反复练习袁错的地方多学多练遥
第一遍和第二遍先不要做跨章节的综
合题遥 大的综合题往往涉及好几个章节
的内容和知识袁如果有一个章节掌握不
好袁 就会影响到整个题目的学习效果袁
还容易让人心生畏惧袁 徒增心理负担遥
教材和同步练习学过两遍后袁再做跨章
节题遥
五是延伸比较袁总结归纳遥 学会从

做过的题目中找规律袁学方法遥 做过的
题型要心里有数袁把同一个知识点上的
不同题型归纳到一起袁找出相同点与不
同点袁延伸比较遥 通过总结该知识的侧
重点袁把这些知识点串联起来袁定期复
习袁以不变应万变袁提高做题速度和学
习效率遥
总之袁再难的课程袁只要方法得当尧

认真备考袁成功就会属于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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