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9-2020年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名单

序号 培训单位 培训方式 培训等级 报名地点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备注

1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面授、网络 高级、中初级
总部：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806室
第二办公区：朝阳区北苑路安苑北里26号诸园文化教育
产业园西门一层。网址：www.chinaacc.com

82319999-8200
13811110002

张爽

面
向
社
会
招
生

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面授、网络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16层1602室
88190771
15010483162 

郭晓梅

3 北京高顿锦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面授、网络 高级、中初级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1号楼18B5室
报名网址：ggj.gaodun.com

13122205593 13671749899 霍晓宇、李继君

4 北京环球优路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授、网络 高级、中初级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27号中扬大厦 13311481051 王朝阳

5 北京中财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面授、网络 高级、中初级 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5号启迪香山A座一层127、129、131
80698248
13601364029

曹常丽

6 上海恒企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面授、网络 高级、中初级 北京市丰台区中盐大厦B座203室 63264552 董然

7 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高粱桥斜街44号(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远程与继续
教育学院办公楼一层前台，网上报名：www.bjtupx.com

51686037
13810303797

孙晓丽

8 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4号楼413室 83087138 63095905 王大千、桑榆

9 铁道党校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北太平庄路27号，网址：www.tddx.cn
51949876 
15710095183

王一迦

10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1531室 17801159380 解萌

11 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用友产业园东区19栋C三层 13261051012 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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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学苑科技开发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苏州街55号10层1002 15010111696 田晓琳

面
向
社
会
招
生

13 北京万通美华科技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D座05B-5065 18601002416 耿雪红

14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面授 高级
顺义区天竺开发区丽苑街9号（机场高速杨林大道出口向
天竺苑方向行驶约500米，网上报名：www.nai.edu.cn

李老师：64505042
徐老师：64505030
岳老师：64505059
郑老师：64505132

郑巍

15 中国科学院大学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3号、玉泉路甲19号综合楼411室
88256554
13621376655

刘立

16 职业经理研究中心 面授 中初级 西城区百万庄北街6号经易大厦一层
68342230
13911834559

白洁

17 北京工商大学教育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海淀区阜成路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1号楼307房间 13718583094 段化杰

1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面授 中初级 东城区广渠门内夕照寺街14号富瑞苑公寓2F房间
65221679  67165172 
13051555188 13661028567

梁峰、刘菁

19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面授 中初级 昌平区回龙观霍营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59197667 59197664 
13621098715 13501335321

李琳、董烈之

20 北京市朝阳区民航会计审计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朝阳区花家地东路3号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84727304
13810284592

傅文丰

21 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 面授 中初级
安翔北里11号院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分部）
网址：http://smi.sinopec.com/smi/
报名邮箱：muh.glgy@sinopec.com

52591527 穆虹

22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中建管理学院）

面授 中初级 海淀区三里河路15号中建大厦B座10层
88084167
18001301910

兰兰

23 北京燕山石化公司教育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房山区燕山羊耳峪东巷10号燕山石化教育培训中心
69347845
18611741323

李明君

24 北京船舶工业管理干部学院 面授 中初级 海淀区学院南路甲72号教学楼
62173135
13601037787

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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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北京微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信息化分会）

面授 中初级 海淀区北三环西路32号恒润国际大厦1902室
62153966
19910519275

张颖

面
向
社
会
招
生

26 北京市现代商务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朝阳区团结湖南里17号团结湖大厦
85965910
13811268828

曹万平

27 北京弗布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面授 中初级 朝阳区安立路洛克时代中心A座802
84924752 
18618303860

程淑丽

28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网络 中初级 中国审计数字在线网（www.icnao.cn)
63508289 
13901017221

邓睿

29 中国银行业协会 面授、网络 高级、中初级 西城区金融大街20号交通银行大厦B座11-12层
66291267 
18601301560

尹欣

面
向
内
部
招
生

30 中国兵工学会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车道沟10号院中国兵工学会111室
68961996
18211186500 

张卫玲

31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住建部印刷厂二楼209
58933963 58933785
13381210311 18612559251 

吴茉、秦颖

32 航天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海淀区阜成路8号院综合楼210室
68371188 
13810005799

荣晓慧

33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北京财务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海淀区复兴路69号 13292815389 穆召宾

34 中国会计学会机械分会 面授 中初级 西城区三里河南五巷5号
68596314 
13601306617

董伟

35 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培训中心 网络 中初级 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号（教育部院内）
66093353 66093351 
13691099114

马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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