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A 会员申请说明
1. CIMA 会员申请 有两种：
完成所有考试的 CIMA 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资历背景，申请 ACMA （ CIMA 一般会员）
或者直接申请 FCMA （CIMA 资深会员）
TOPCFO 学员必须直接申请资深会员
2. 申请一般会员， 2016 年会员申请费为 146 英镑 ，2016 年一般会员年费为 264 .00 英镑
申请资深会员， 2016 年会员申请费为 228 英镑 ，2016 年资深会员年费为 277.00 英镑
会员申请费都可以进入 www.cimaglobal.com, 进入您的 CIMA 账号， 用双币种 VISA 进
行在线支付。
申请材料经 CIMA 会员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您将会收到 CIMA 英国发送 FCMA 会员
及 CGMA 会员的确认邮件通知，即可登陆 CIMA 账号，在线进行付费。
3. 所有材料可以提交电子版及清楚的扫描版， 发送至 Members.China@cimaglobal.com 进
行预审

CIMA 一般会员申请材料包括4 份材料：
1) 一般会员申请表 （ 如图表格）

填写注意事项：
 表格第一页 CIMA ID 信息为您的 CIMA ID , 一般为 1-XXXXXX (如上图)
 表格第一页， 您的考试完成日期， 填写标注的 2 个部分即可

CIMA T4 考试完成时间

您的第一份工作前的全日制学习完成时间
此毕业日期需与第二份材料 summary 的起始时间相呼

应

 表格第一页， 申请人申明 部分 不要在小框中打钩， 因为这是申请人申明自己有个相
关的犯罪记录等。

 2 位证明人—Proposer & Seconder ( 申请表格第 3 页& 第 4 页)
 请确保您有至少 2 位现在共事 / 以前共事（直线）熟知您工作的领导 对您申请 CIMA
会员的认可和证明。(证明人一定要有 reporting 关系)
 证明人需要熟知您现在/ 之前的工作， 并且需要填写与您共事的时间
 HR 不可以作为证明人，找高于你职位的 leader 做为 proposer
 申请一般会员， 两位证明人需要证明与您共事共计 3 年以上工作经历
 直接申请资深会员。两位证明人需要证明与您共计 6 年的工作经历
 若 2 个证明人证明的工作经历不够 3 年或者 6 年，则需额外添加第 3 位证明人的共事
证明
 证明人需要在表格中签字。
 如果他们不能亲自在申请表上签名，您也可以使用他们的彩色签名扫描件。
 签名--中英文都可以
请将申请表全部彩色打印加签名，扫描成一份文件发送，不要分成好几个文档

 若您的证明人是 CIMA 会员，则需要把他/她的 contact ID 填写，如果不是会员，此页
中的 CIMA ID 则不需要填写
 共事时间中 To (date)，如果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共事，则在填写“ year”的四格中填
写“NOW”

 申请人目前的工作信息—只需如实填写即可。

此页最后的付费信息不需要填写

2) 工作经历总结- Employment Summary

 此表格需要您 从第一段全日制学习结束后， 第一份正式工作写起。 所有的工作经历
都要包括在内，包括旅游或待业等，时间需要是连续不断的。
 如果在一个公司工作年数很长，职位也有晋升，请把每一个职位的工作经历分开写。
 此表格要体现出至少 18 个月 Core experience，Basic 和 Supplementary experience 共计
18 个月即可。三类 experience 的体现方式请参考下列表格 'Apply for membership'，重
要性按照从上向下排列。（与推荐信证明的时间需要体现至少 18 个月的 Core
experience）
 如果您认为某段工作经历与 CIMA 要求的 experience 无关，仅提供前五栏信息即可，
无需填写工作岗位名称。
 如果一段工作经历能够体现全部 3 类 experience，需要您将总时间分配给各类经验，
切忌重复计算。例如：12 个月项目经验，3 个月 basic，6 个月 core，3 个月
supplementary。
 BASIC—基础工作（ 初入职场）； Core – 核心工作； Supplementary—战略支持类工
作
注：在 CIMA 会员工作资历审核中，audit 的工作经验很多情况下不能够作为 core，而只能是
basic， 关于 Academic and audit experience， 请参考此链接的描述
http://www.cimaglobal.com/per

Apply for membership

3) 具体的工作经历记录
此部分描述是申请材料的重中之重，很多申请人在此部分掉以轻心，书写内容过于简短或采
用了 bullet points 的简略格式，导致被要求重新完善。
此部分没有固定格式(不能以简历形式)，具体要求请参考附件 ”Fellowship of CIMA” 。请从最
早的工作经历开始陈述，目前的任职经历在最后体现。
随附相关的 1 名资深会员的申请模板， 以供参考。

这份材料是对自己资历背景的详细描述。需要陈述出您的每份工作的内容，不可以用 CV 的
方式来写这份记录。
不要故意放大字体，不要故意扩大行间距。材料用字体为 12 号，1.5 倍行距。
叙述过程中，不要使用 We did sth…，而要用 I did sth…，以突出自己为主。
1. 此材料需要与第二份材料的时间节点相呼应。
2. 前期工作主要叙述：您担任什么职位，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有何产出。
3. 后期工作主要叙述：您在工作内容的叙述前提下，需要重点加入 management &
leadership 以及在公司决策方面的贡献，取得的业绩。

4) 技能发展记录—Skills Development

 您需要在此份材料中列举出您的 3 个得到发展的技能陈述
 3 个技能分别为： 个人/ 自我管理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表格的最后一页为模板，仅供参考。

CIMA资深会员申请材料包括4 +2 份材料：
若您准备直接申请 CIMA 资深会员， 除以上 4 份完整材料， 还需提供 2 份额外材料：
1)

2 封推荐信 ---用来支持申请人直接申请资深会员
 推荐信必须用推荐人现在所属公司的抬头纸填写
 推荐人与申请人的关系， 对申请人管理才能，领导才能的综合能力的了解， 并
表示愿意作为推荐人
 推荐人反映申请者所做的工作类型和工作内容

 推荐人可以是申请表格中的证明人，也可以是共事过的领导
 推荐人的推荐信必须是你在 senior 职位阶段背景下的内容
 推荐信需要 cover 3 年的工作时间
推荐信内容包括：
1.
2.
3.
4.

推荐人是谁，目前职位及公司
推荐人与申请的共事时间， 公司，以及当时/现在的工作关系
推荐人对你在工作内容的了解与认识（主要是 management、leadership 及 achievement）
对申请人的赞美及肯定之词

2) 一份申请者现所在企业组织架构图
 公司组织架构图需要用公司的抬头纸填写
 组织架构图需要反映出申请人的上下级的汇报关系。（实线、虚线汇报关需如
实标明，至少低一级的完整架构图）
 该组织架构图需署名，签署人职位必须高于申请者且出现在此架构图中
 若您目前的公司工作是刚换不久的工作， 未满 1 年， 您需要额外提供一份上家
任职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若您目前公司/职务， 工作未满 3 年， 需额外提供一份上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或者同一家公司的上个职位汇报关系的组织架构图
 若您邀请的 2 为推荐人为您同一公司的上级， 两位推荐人的职位都需要在组织
架构中显示。
 组织架构图需要 cover 3 年的工作时间

若您在 CIMA 会员申请材料准备中有任何问题， 请及时联系：
Wenjia Gao or Faithy Feng
Member Services
Shanghai Head Office 中国上海总部
CIMA China -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IMA 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
Tel: +86(0)21 61601558*0 or +86(0)21 61601558*110
Email: Members.China@cima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