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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背景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税务管理师 CTM 招生简章（初级）

打造一证多能多岗的税务技能人才

紧缺人才培养

2018 年，中国税收环境进入国地税体制改革的深度磨合期、税收政策出台的密

集调整期、税收征管方式的改革探索期与税收风险的频繁多发期，企业涉税风险

增加许多不确定性。《行政诉讼法》（修订案）出台后，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案

件持续增加，具备税务、会计、法律“三合一”的复合型涉税服务人才供不应求。

2018 年全国涉税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200 万人，税务师事务所超过 6000 家，

而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的税务师不足 5 万人。

为解决新形势下涉税服务的复杂需求，培养行业紧缺人才，基于税务教育领域的

多年深耕，经过历时一年多的研发，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于2019年10月正式推出

税务管理师专业能力水平考试（Certificate in Tax Management,CTM）课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简介

1. 财政部直属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立于 2000 年 9 月，是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也是中国政府

倡导设立的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FDI）所在地。

2. 业界名校

学院承担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培训项目等一系列国家级、全国性人才培养工程，面

向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财税部门开设众多高级定制课程，在经济领域具有广泛

影响力。

3. 全球前 40

学院先后获得会计、审计、税务、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学院与美国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合作的 EMBA 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中稳居全球前 4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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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特色

180

1 税务管理师涵盖：税务师、会计师、律师专业领域内容

本专业证书

5 个领域专家
国税总局 地方税务部门 高校 律所 企业

7 块核心知识
税收 税法 涉税法律 税务会计 税务信息化 税务筹划 税务风险管理

8 大名师授课
教授 培训专家 税务律师 税务部门主管

18 税种全覆盖
痛点一一解决 杜绝纳税风险

天学习周期
互联网在线学习 充电工作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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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岗位实操能力模型：管用、实用、够用

税务管理师专业能力水平证书是国内少数针对初、中、高各级税务管理岗位实操

能力水平评价的证书。该证书课程有别于普通高校专业课程侧重理论的讲授，课

程体系基于税务岗位实操能力模型，以管用、实用、够用为学习目标，注重培养

税务实操能力。课程分为初、中、高级，初级专注办税能力，中级强调管税能力，

高级提升策税能力。

打造企业一证多能多岗：税务岗、会计岗、法律岗

除了部分大型企业，众多企业没有设立专职的税务岗位。由于企业内部人才短缺，

通常由财务人员代理税务，法务人员处理涉税法律纠纷，各部门疲于应付。税务

管理师证书课程融合涉税岗位所需的税务知识、会计知识、法律知识，打造集税

务岗、会计岗、法律岗于一身的既懂税又会算还知法的税务管理师。

课程循序渐进，紧跟最新税改动态，从基础的税收实务讲

解帮助理顺办税流程，介绍会计专业技能厘清纳税申报中

的汇算清缴等问题，疏通税法、涉税相关法律条文化解涉

税纠纷，到从跨界的全局视野为纳税筹划等提供综合专业

意见，全方位满足企业涉税服务所需。

初级

中级

高级

 办税素质（税务专员）

通用能力（税务会计核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

 管税素质（税务主管/经理）

业务能力（全面熟悉涉税法律法规、应对税务风险，组织涉税事项的管理)

 策税素质（税务总监）

运筹策化能力（掌握财税改革趋势、提出企业税收战略规划、协调内外涉税

关系、设计与部署全面涉税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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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五界师资研发课程：权威、专业、务实

税务管理师证书课程由原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学院副院长涂龙力教授担任首

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国家税务总局干部学院、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专业教师，国内顶尖税务律师事务所大律师、大型企业税务总监、上海税务

局税政管理与税务稽查部门主管等共同参与研发，内容融合院校学科设置、企业

岗位需求、税务征管焦点，确保课程专业。

涂龙力 税务管理师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原副院长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

“互联网+”助力职场充电：自由、灵活、高效

课程采用“互联网+”教育模式，方便学员自主学习，专业、贴心的课程服务让

学员学习更加高效。

1. 时空无限：手机、平板、PC，微信、网页、APP，随时随地轻松学习。

2. 形式灵活：丰富的名师授课视频、配套课件、模拟练习等学习资源触手可及，

学习进度自由安排，方便利用碎片化时间。

3. 服务高效：专业学术团队在线答疑，微信、电话、网站全国 7X9 小时客服服

务。注册、开课、考试同步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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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程收益

通过税务管理师课程学习，学员可得到以下收获：

1. 初级：胜任税务专员岗位，掌握企业办税等各项业务技能。

2. 中级：胜任税务主管、税务经理岗位，掌握企业税务管理职能，如管理企业

日常涉税事务，协调外部涉税关系，运用涉税法律法规化解企业涉税风险等。

3. 高级：胜任税务总监岗位，能熟练掌握税改政策分析改革趋势并据此为企业

经济纳税提供节税规划，制定企业内部涉税管理制度，协调内外涉税关系，维护

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化解企业重大涉税风险等。

其中税务管理师课程（初级）适合以下人员：

1. 在校生及应届生

掌握涉税岗位实操所需的税务知识、会计知识、法律知识，为就业奠定扎实基础。

2. 财税岗位

培养熟练运用法律能力、协调内外涉税关系能力、化解涉税风险能力、维护企业

正当权益能力的跨界综合素质，创造多种晋升发展机会。

3. 其他岗位

提升涉税岗位典型业务所需职业技能，学完即可上岗，多一个有前景的转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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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设置

 实用知识系统学习

实用的税务、会计、法律知识体系，满足企业岗位多种所需

 最新政策权威解读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税改政策，纳税、节税有章可循

 纳税实务快速上手

零基础、短时间也能掌握各类纳税实务，走通企业办税流程

 税务风险自如应对

直面纳税痛点，梳理税务稽查关键点，轻松应对税务风险

 税务筹划助力发展

结合真实案例，为企业税务筹划出谋献策，助力企业发展

*税务管理师初级课程学习周期：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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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师资阵容

国家税务总局干部学院（原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学院）学者

涂龙力 税务管理师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学院原副院长

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原副校长

原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理事

原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

中国税务学会第六、七届学术委员会研究部召集人

著名税务实训专家

汪蔚青 税务管理师（初级）项目编委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

上海市税务局官方微博特约评论员

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评审专家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专家

上海市科技创业导师

央视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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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师

王双彦 税务管理师（初级）项目编委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课程开发中心副主任

世界银行特聘机构知识分享课程专家

上海市浦东新区小微企业财务会计咨询专家

税务系统资深授课专家

王明世 税务管理师（中级）项目编委

税收征管人才库首批成员

税务学院研究员(兼)

刘宇 税务管理师（中级）项目编委

国家增值税财税人才库首批专家成员

国家税务总局资深授课教师

国家金税三期、增值税管理系统、营改增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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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宗秀 税务管理师（中级）项目编委

山东永大致诚税务师事务所所长

山东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师资人才库成员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网校名师

严锡忠 税务管理师（高级）项目编委

知名税务律师

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上海市财税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

全国律协财税法委员会副主任

叶永青 税务管理师（高级）项目编委

北京金杜（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知名税法案例评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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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颁发证书

证书样张

学员学完全部课程后参加税务管理师考试合格，可获得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颁发

的税务管理师专业能力水平证书。

*税务管理师（初级）考试为机考，每年 2 次，考试科目一门（税务管理能力综

合测试），总分 100 分，60 分合格。

*2023 年税务管理师（初级）考试时间：

2023年7月15日

2023年12月9日

（说明：考试时间可能变化调整，具体以官方公布考试报名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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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报名学习

报名条件

税务管理师初级（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报名）：

1. 专科以上院校在校生或应届生，不限专业。

2. 专科以上学历，企事业单位有意向财税岗位发展的员工。

3. 中专以上学历，企事业单位出纳、会计、财务等相关岗位 1 年以上（含 1 年）

工作经验员工。

学习流程

1. 登陆网站 www.snai-rz.com，免费试听课程部分微课。

2. 注册账号，开通课程，开始学习。

3. 完成学习，报名考试。

4. 提交以下材料：

（1）2 寸蓝底免冠证件照电子版及有效身份证件（大陆居民提供身份证正反面

非大陆居民提供港澳台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护照）。

（2）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中专及以上学历（含在校生）证明：

专科以上在校生，需提供学生证或在校证明，需加盖学校钢印或公章。

专科以上非在校生，需提供毕业证原件扫描件。

中专学历者需提供企事业单位财税岗位 1 年以上（含 1 年）工作证明。

5. 材料审核通过，参加考试。

6. 通过考试，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颁发税务管理师初级专业能力水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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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联系方式

八 课程费用

认证费用

税务管理师初级：1880 元/人

1. 税务管理师项目管理办公室： 021-54679196，021-54679199

2. 税务管理师项目渠道电话：021-54679190

3.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4 小时投诉电话：400-900-5955

4. 税务管理师公众号：



税务管理师项目管理办公室：021-54679196，021-54679199

税务管理师项目渠道电话：021-54679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