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师资培训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做好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

知》（教职成司函〔2019〕89 号）要求，保障智能财税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的有效开展，促进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教学和培训工作快速落地，推进试点院校智能财税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各项工作的高质量运营，提升试点院校教师的教学、培

训和考核评价能力，打造能够满足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

学、培训、考核需求的“双师型”团队。经请示，中联集团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工作。

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培训目标 

对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的教师和企业师资

进行集中培训、考核认证，培养一支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搭配合

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同时，组建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师资库，承担本证书的考培工作。预计 2019 年底完成 2000人

次的培训工作。 

二、培训对象 

首批试点院校专、兼职教师，开设有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对应专业的其他院校教师、企业人员（社会师资）。 



参培教师需满足以下条件要求： 

（1）中级以上职称,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与教学水平； 

（2）掌握会计、财务、税务等基本理论； 

（3）有一定的会计实务操作经验； 

（4）具备会计信息化等基本技能。 

三、培训方式 

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组织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

校教师培训的通知》（教师司函〔2019〕43 号）要求，积极支

持与参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有关 1+X 国培、省培项

目。同时，根据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需求，分批

次（分区域）开展师资培训。 

四、培训内容 

师资培训重点围绕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解读、智能财税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整体设计思路、培训大纲与内容、培训组织与实

施、标准实训案例课程串讲、相关操作平台、考试总体设计等内

容，以实践操作为牵引，帮助教师深入了解证书培训考核测评项

目的基本情况和目的意义，全面把握证书培训的核心内容、课程

与培训方案设计、培训实施及培训要达到的效果。 

具体培训内容包括： 

（1）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教法讲解 

（2）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教学演示 



时间 课程模块 课程安排 课时 

第一天

上午 

9:00-10

:30 

智能财税产业

发展及相关人

才需求 

1.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财税

产业及发展趋势 

2.财务共享中心的发展及

社会共享新业态 

3.智能财税共享中心概述 

4.中联智能财税专业服务

生态体系 

5.智能财税产业对人才的

需求 

6.智能财税共享时代下人

才的成长路径 

2课

时 

第一天

上午 

10:45-1

2:15 

1+X制度宣讲、

智能财税标准

的制定及考核

方式 

1.1+X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

培训评价组织介绍 

2.智能财税证书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介绍 

3.智能财税课程内容介绍 

4.智能财税证书培训实施 

5.智能财税证书考试安排 

2课

时 

第一天

下午 

2:00-5:

00 

智能财税证书

课程（初级）教

学设计 

1.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教学设计 

2.布置教学设计任务 

2课

时 

智能财税证书

教学平台介绍 

1.教学平台整体框架及组

成模块 

2.教学平台功能介绍，引导

熟悉教学平台 

2课

时 

第二天

上午 

9:00-12

:00 

智能财税上册

《社会共享初

级代理实务》串

讲 

工作领域一：中小微企业发

票代理开具 

4课

时 

工作领域二：中小微企业票

据整理制单 

工作领域三：中小微企业财

税规范性审核 

工作领域四：小规模纳税人

税收申报  



时间 课程模块 课程安排 课时 

工作领域五：一般纳税人税

收申报  

第二天

下午 

2:00-5:

00 

智能财税上册

实践操作 
上机操作及答疑 

4课

时 

第三天

上午 

9:00-12

:00 

智能财税中册

《社会共享初

级外包服务》串

讲 

工作领域一：票据外包服务 

4课

时 

工作领域二：财务核算外包

服务 

工作领域三：纳税申报外包

服务 

工作领域四：工资及社保外

包服务 

第三天

下午 

2:00-5:

00 

智能财税中册

实践操作 
上机操作及答疑 

4课

时 

第四天

上午 

9:00-12

:00 

智能财税下册

《社会共享初

级企业管家》串

讲 

工作领域一：企业设立、变

更和信息公示 

4课

时 

工作领域二：资金管理 

工作领域三：税务管理 

工作领域四：人力资源与五

险一金 

工作领域五：资质证照业务 

工作领域六：企业秘书 

第四天

下午 

2:00-5:

00 

智能财税下册

实践操作 
上机操作及答疑 

4课

时 



时间 课程模块 课程安排 课时 

第五天

上午 

9:00-12

:00 教学设计汇报

与结业仪式 

教学设计汇报（汇报 10 分

钟/组，点评 5分钟/组） 

4课

时 

第五天

下午 

2:00-5:

00 

小组讨论、成果汇报、测评、

结业仪式。 

4课

时 

五、计划安排 

批次 省份 时间 院校数量 人数 地点 

第 

一 

批 

山东、安徽 11.3-7 59 
2-3人

/所 

山东科技职业

学院 

安徽财贸职业

学院 

安徽商贸职业

技术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第 

二 

批 

江苏 

11.10-14 

 

43 
1-2人

/所 

江苏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浙江+上海 35 
1-2人

/所 

浙江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上海电子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天津

+河南+湖

北+湖南 

42 
1-2人

/所 

天津职业大学 

河南经贸职业

学院 

长江职业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

学院 



批次 省份 时间 院校数量 人数 地点 

黑龙江+吉

林+辽宁 
35 

1-2人

/所 

黑龙江建筑职

业技术学院 

长春金融高等

专科学校 

辽宁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第 

三 

批 

内蒙古 

11.17-21 

18 
1-2人

/所 

内蒙古商贸职

业学院 

山西+河北 30 
1-2人

/所 

山西职业技术

学院 

秦皇岛职业技

术学院 

河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河北商贸学校 

江西+福建 54 
1-2人

/所 
黎明职业大学 

广东+广西

+海南 
44 

1-2人

/所 

广东科学技术

职业学院 

重庆+四川

+云南+贵

州 

46 
1-2人

/所 

重庆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 

陕西+甘肃

+宁夏+青

海+新疆 

38 
1-2人

/所 

杨凌职业技术

学院 

（具体时间安排由实际情况而定） 

六、培训费用 

每期培训 5天，培训费用为 1800 元/人/期，折合 360元/人

/天。食宿统一安排，费用由参加培训的学校老师自理。 

费用支出包括：考试成本（结业考试、证书制作成本）； 教



学成本（教学场地费、设备租用、授课教师讲课费、专家费、工

作人员薪酬、办公用品杂费）；差旅成本（专家差旅费、工作人

员和授课教师差旅费、市内交通及相关组织管理费用等）。 

七、相关说明 

1.培训将采用“专家解读+案例分享+实践操作+研讨交流”

相结合的师资培训模式，授课内容包括知识点/技能点讲解、培

训组织和实施训练、教学融合指导、学员试讲等。 

2.培训师资以标准编写、教材开发工作组的核心专家为主

（具体见附件 1），首批培训学员以试点院校教师为主，并在培

训过程不断培养新的师资成员。 

3.在线直播 

为满足未能现场参训教师的需求，同步提供视频直播服务。 

4.在线学习资源 

（1）培训课程将录制成视频文件上传到官网，供老师在线

观看学习； 

（2）网址：https://cjdd.cailian.net 

5.培训服务 

（1）组建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 QQ 群，及时

发布相关教学资源； 

（2）在群里及时回答参训老师有关教学与教法的提问。 

 

附件：1.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师资简介 

https://cjdd.cailian.net/


      2.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费用核算表 

 

 

 

 

 

 

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16 日 

附件 1 

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师资简介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1 姚庚春 
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 
董事长 

主任会计师、 高级会计

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常务理事，被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授予“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称

号，先后被中国专家评定

联合会授予“百名创新英

才金像奖”、“2008 和谐

中国十大领军人物”和“用

户满意杰出管理者”等荣

誉称号。 

2 邓艳芳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

司；中联税务

师事务所有限

合伙人； 

董事长； 

总裁 

管理学博士，高级会计师，

财政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评估项目评审专家，IACVA

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分析师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公司；财天下

科技有限公司 

协会（中国）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累计评估资

产量逾 20万亿，主持了中

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整体改制等

数十个资产评估工作。 

3 阎丽明 

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副主任会

计师、管理

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中长石基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四

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注册

会计师（CICPA）、资产评

估师(CPV)、税务师（CTA）、

国 际 注 册 内 部 审 计 师

（CIA），曾就职于中央企

业财务部、曾任中外合资

企业财务负责人。1994 年

起从事注册会计师职业，

具有深厚的会计、审计和

财务实务和管理经验。 

4 韩荣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合伙人 

高级经济师、中国注册资

产评估师。从事评估十余

年，独立从事房产、设备、

土地、矿业权、知识产权

及企业价值的评估。主要

组织及参与组织了金钼股

份上市、国旅上市、中铁

工上市、中国电信辅业改

制上市、中国银行上市、

中煤上市、国电、华电等

系列并购重组项目。主要

擅长大型项目的组织管

理、协调各方关系、协助

企业顺利实现经济行为，

以及评估前沿技术、评估

方法和标准的制定。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5 刘松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合伙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高级会

计师。曾组织和参与中国

南车集团公司改制上市、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改制上市、中国移动上

市、中国银行股改上市、

中国工商银行股改上市等

重大资产评估项目，拥有

扎实的财务和企业管理知

识，丰富的铁路、金融、

电力行业评估经验。 

6 鲁杰钢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合伙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土

地估价师，毕业于北京大

学。擅长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境外项目和

创新项目的评估。累计负

责项目数百个，评估资产

额上万亿，包括近百例上

市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数十例境外并购

项目，以及众多与中信集

团、中石油、中国一汽、

万达等行业龙头企业相关

的有重大市场影响的评估

项目。 

7 唐章奇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合伙人股

东、董事、

副总裁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深会

员，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机

构治理委员会委员，复旦

大学、首经贸大学评估专

业硕士导师，财政部、国

资委等政府部门和多家央

企的评估报告审核专家。

评估执业逾 20 年，完成评

估项目超过千项，资产评

估额超十万亿元，审核项

目评估额数十万亿元。项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目涉及 30多个行业。 

8 吴晓光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合伙人股

东、董事、

副总裁 

资产评估师、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土地估价师、工

程师，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商业资产

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实

务经验丰富，自 2007年至

今负责或参与不同行业评

估项目超过 1000 项。项目

资产所在地涉及亚欧美非

等十几个境外国家和境内

30 个省（市、自治区），

评估资产价值总量超过 5

万亿元。 

9 范树奎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京资产评估

协会副会长 战略发展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资深会员 常务

理事，中评协申述与维权

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三

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连续 4

年担任证监会中国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委委员、召集

人，积极服务资本市场，

提升行业公信力；参与完

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

场法评估研究》课题；组

织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

无先例的、创新性的评估

项目，获得行业相关监管

部门充分肯定。 

10 陈志红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合伙

人、副总裁 

高级工程师，资产评估师，

注册会计师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深会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员，中国农业大学会计学

硕士特聘导师，北京城市

学院兼职教授等。具有十

分丰富的实务经验：曾主

持中国一汽、中国电信、

中国通信服务、中海油能

源发展、广东粤电、广东

钢铁等多家大型特大型企

业整体改制或并购评估。 

11 胡智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专业鉴

定委员会主任、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准则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等。作为重要成员，

全面参与了中国资产评估

准则制定工作，在中国品

牌评价系列国家标准制定

以及品牌评价国际标准研

究起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12 张全成 
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

人 

先后在中大、兴中海、中

瑞岳华、中勤万信、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工

作，主持了多家央企和地

方国企、上市公司的财务

（税务）审计、内控审计、

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清产

核资专项审计、财务尽职

调查等工作，参加了多项

财政投资评审工作。 

13 熊显彬 

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

中联集团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审计

经理；行业

专家 

曾任武汉某集团企业财务

负责人，参与多家上市公

司审计工作，熟悉掌握审

计流程全环节操作。近年

主要承担项目：1、北京兴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致 体 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5-2018 年年报审计项

目。2、北京弘高创意建筑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年报审计项目。3、航天时

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2015-2018 年年报审计项

目等。 

14 马冬鸣 
中联集团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教研中心

课程总监 

已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澳

大利亚资深公共会计师。

曾就职于中亚区域经济研

究学院,任高级财务官,具

有良好的管理会计及会计

实务技能。曾担任管理会

计讲师,课程涉及成本管

理、预算管理、弹性预算

分析、资本预算、绩效管

理，决策分析及财务报表

分析等，拥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 

15 陈颖 
中联集团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教研中心

课程总监 

产业经济学博士，管理学

博士后。多年创新创业课

程研发与教学经验，曾担

任多个院校创新创业企业

导师,课程涉及商业模式

构建、企业家自我成长、

创业团队管理、产品管理

等内容，拥有丰富的创业

辅导经验。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16 胡翔 
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业务

部高级项

目经理 

从 2013年开始评估工作至

今，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

主持、参与完成了 60多个

评估项目，资产价值量超

千亿元，有较丰富的海外

并购业务经验，海外项目

资产量超过 300 亿元。 

17 喇月云 
中联集团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科创中心

教师 

已取得中级会计师证书、

注册一级建造师、注册资

产评估师、中级经济师证

书、CPA 通过《会计》《审

计》科目。曾就职于北京

某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

师、评估师，培养了良好

的会计实务技能。随后九

年时间里一直担任主讲教

师，课程涉及财务管理、

税法、会计初级课程及会

计中级实务等，拥有丰富

的教学经验。 

18 侯刘成 

中联集团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科 

创中心产

品经理 

会计师，原国内八大会计

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

多年教育机构财会讲师经

验，主要负责审计、会计、

经济法和涉税法律等相关

课程。授课时喜欢举例子、

侃人文历史。特点是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的把枯燥

的理论知识结合案例分享

给大家。 

19 孙万军 
北京财贸职业

学院 
教授 

从事会计信息化教学与研

究 30余年，北京市首批“高

层次创新创业计划”领军

人才，曾任学校会计系副

主任、实训中心主任、信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息中心主任、高职研究所

所长，主持了 10 多个教育

部和北京市教科研项目，

主编出版 40多部职业教育

教材；主持开发 10余门数

字课程；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项。 

20 杨蕊 
北京财贸职业

学院 
副教授 

北京市职业院校专业带头

人、校教学名师。其从事

会计教学 30 多年，侧重会

计实训教学，其曾主编《中

小企业会计实训》、《企

业财务会计实训》、《基

础会计实训》、《企业会

计模拟（手工+计算机）》、

《会计实务操作》、《商

务票据填制实训》、《创

业计划实训》等 10多部教

材。 

21 孙义 
辽宁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会计信息

管理专业

带头人、副

教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0

年从教于辽宁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一直从事会计信

息化相关的教学及教学管

理工作，主编教材十余本，

其中《会计信息化》《会

计信息化综合模拟实训》

《Excel 财务应用》等五本

教材被评为国家级规划教

材，在会计信息化、信息

系统和教学软件方面有一

定的研究。 

22 谈先球 

南京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经贸

学院 

会计系主

任， 

专业带头

主要成绩包含：作为专业

负责人参加江苏省品牌会

计专业建设，并完成验收；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人，副教授 江苏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

带头人培养对象；主编《会

计电算化实务》（第二版），

获评教育部“十二五”职

业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副主编《财务管理》、

《Excel 在会计中应用》、

《会计信息化》等多本教

材等。 

23 梁建秋 

北京国科天创

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财务总监 

高级会计师讲师，中国人

民大学特聘教授。主讲《财

务会计》、《财务管理》、

《管理会计》、《财务分

析》、《预算会计》、《成

本会计》等课程，主编了

《财务会计实验教程》、

《小企业会计实务》、《初

级会计实务》、《财务管

理实务》、《成本会计实

务》、《财务会计》等教

材。曾担任首创网络公司、

首创大地有限责任公司首

席财务官。 

24 丁春玲 
北京经济管理

职业学院 

教师，税务

教研室主

任 

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师德先进个人，会计

师，国际财务管理师，IFMA

国际财务管理师特聘导

师，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会

员，国际财务管理师协会

会员，北京航天金税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财税咨

询顾问。研究方向为税收

理论与实务。 

25 郝海霞 
河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副教授 

河北省会计学会理事、河

北省交通会计学会理事、

京津冀会计协同发展中心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简介 

专家库成员、河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教研

室主任，有多年企业财务

工作经验。曾荣获省级“信

息化课堂教学比赛”二等

奖，厅级课题研究二等奖，

院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多

次获得院级教学质量优质

奖、优秀教师称号。 

26 赵文超 
河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副教授 

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会员），（注册）

税务师，会计师。作为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核

心期刊论文 19 篇，其中

CSSCI 期刊论文 3篇。主持

省级课题 1 项、厅级课题 2

项；参研教育部课题 1项、

省级课题 7 项、厅级课题 5

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

教材主审 1 部、副主编 2

部、参编 4 部。研究领域

为税制建设、会计准则建

设。主讲课程包括《税务

会计》、《会计报表分析》、

《成本会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