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2022年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培训方式 培训等级 报名方式 联系方式 备注

1 上海高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中初级 办公地点：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西环广场T3座19层
报名邮箱：peter.huo@gaodun.com
报名电话：13122205593 13671749899 4009999083
报名网址：高级 ggjms.gaodun.com；中初级 ggj.gaodun.com

霍老师：13122205593

面
向

社
会
招

生

网络 高级、中初级

2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面授 高级
报名/办公地点：顺义区天竺开发区丽苑街9号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报名电话：64505044 64505021

金老师：64505044

网络 高级

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1602室

报名邮箱：gxm@zcycjy.com
报名电话：88190770 17301260580 4008207916
报名网址：www.zcycjy.com/continueStudyingNonLogin?province=100000

郭老师：15010483162

网络 高级、中初级

4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层正保教育前台

报名邮箱：zhangshuang@cdeledu.com
报名电话：4008104588
报名网址：jxjyxuexi.chinaacc.com/wangxiao/jijiao/china/goto.htm

张老师：13811110002

网络 高级、中初级

5 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办公地点：海淀区高粱桥斜街44号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东三教学楼
报名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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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前台
报名邮箱：jdkj01@126.com
报名电话：51686036 51686497 51686037 51686824

报名网址：www.bjtupx.com/cms/

孙老师：51686037 
        13810303797

网络 高级、中初级

6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1531室

报名邮箱：ckslzp1981@163.com
报名电话：88191427 88191585 13716765623
报名网址：www.chineseafs-tc.org.cn/adult-education.html

邓老师：88191427 
        88191585 
        13716765623

7 中财讯（江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西直门高粱斜街59号中坤大厦1506室

报名邮箱：wangluojingjia@cctax.net
报名电话：62125321 18511753707
报名网址：www.itaxedu.com

张老师：18511753707

网络 高级、中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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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航天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阜成路8号院综合楼212室
报名邮箱：congr77@163.com
报名电话：68767698 68371188 18310824275
报名网址：px.htrczx.com:9000/

从老师：68767698 
        18310824275 

面
向

社
会
招

生

9 北京中财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东冉北街9号宝蓝·金园国际中心B2011

报名邮箱：kefu@facc.com.cn
报名电话：80698248 13911007200 18501051062 13260374595
报名网址：www.facc.com.cn

冯老师：13911007200
掌老师：18501051062
黄老师：13260374595网络 高级、中初级

10 北京市朝阳区经贸在线教育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朝阳区惠新东街8号设计大厦5层502A

报名邮箱：1606754001@qq.com
报名电话：84437681 15712976812
报名网址：www.cnkol.com.cn

赵老师：15712976812

网络 高级、中初级

11 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 面授 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朝阳区安翔北里11号院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分部

报名邮箱：muh.glgy@sinopec. com
报名电话：52591527
报名网址：smi.sinopec.com/smi/

穆老师：52591527

12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刷厂二单元209室

报名邮箱：liqiwang@126.com
报名电话：58933163 58933963
报名网址：www.caic1986.com.cn

李老师：15810682581

13 中国兵工学会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车道沟10号院中国兵工学会107室
报名邮箱：1605063145@qq.com 
报名电话：68961996

张老师：18211186500

14 职业经理研究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西城区百万庄北街6号经易大厦三层

报名邮箱：kjjxjy@ceo-china.com
报名电话：68342230 68349950（兼传真）
报名网址：www.ceo-china.com

白老师：13911834559

15 北京天扬君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2号楼E座306

报名邮箱：school@tianyangtax.net
报名电话：4001335880
报名网址：www.tianyangtax.com

肖老师：13903404752

网络 高级、中初级

16 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中初级

办公地点：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用友产业园东区19栋C座三层

报名邮箱：sunyanhui@chanjet.com
报名电话：62434259 13261051012
报名网址：www.mykuaiji.com/

孙老师：62434259 
        132610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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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工商大学教育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阜成路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1号楼304
报名邮箱：gsdxjp@163.com
报名电话：68984821

罗老师：68984821

面
向

社
会
招

生

18 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中心

面授 高级 办公地点：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
报名电话：83087138
报名网址：www.pxzx.ggj.gov.cn

桑老师：83087138

网络 高级、中初级

19 北京东奥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 高级、中初级

办公地点：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北京国际大厦D座7层

报名邮箱：chenlei@dongao.com
报名电话：15210080804
报名网址：高级 ggjgk.dongao.com；中初级ggj.dongao.com

陈老师：15210080804

20 北京中税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朝阳区东四环中路82号金长安大厦c座12层       

报名邮箱：kefu@vip.taxchina.com
报名电话：4006008999
报名网址：www.taxchina.com

许老师吴老师：4006008999

21
全美在线（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网络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东区2号楼一层东门

报名邮箱：liuxinyuan@ata.net.cn
报名电话：15010058552
报名网址：gjsw.ataclass.cn

刘老师：15010058552
苗老师：18601947063

22 北京京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 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合生财富广场207B

报名邮箱：502340995@qq.com
报名电话：4008320700 18601302164
报名网址：zyjg.zkzxpx.net

田老师：18601302164

23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昌平区回龙观霍营黄平路208号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报名邮箱：2012xxcj@sina.com
报名电话：59197667 59197668
报名网址：www.gbxy.agri.cn/

郑老师：59197668 

        18810313049
王老师：59197667 
        13691549352

中初级面

向社会招
生；高级
面向内部

招生
网络 高级、中初级

24 国网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号；海淀区北洼路25-2号院2号楼（2021年

10月份以后使用）
报名邮箱：sgccace@cphr.com.cn
报名电话：63414899 63414384 63414480

报名网址：www.cphr.com.cn

赵老师：63414899 
        18511341085

杨老师：63414384 
        18911007090
靳老师：63414480 

        18600211107

面
向

内
部
招

生
网络 高级、中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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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财务
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河北省石家庄桥西区裕华东路56号中国中铁党校；顺义区国家

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1号地块1号楼国测集团第二培训中心（龙塘路与汇海路交叉
口南行50米路西）
报名邮箱：ztjxjy@163.com

报名电话：13292815389

穆老师：13292815389

面
向

内
部
招

生

26 中国医药会计学会 面授 高级、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号成铭大厦B座517室

报名邮箱：Zgyykjxh1989@163.com 
报名电话：52723012
报名网址：www.cspa1989.org.cn/

楼老师：52723012

27 北京船舶工业管理干部学院 面授 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403
报名邮箱：wanghongcssc@126.com
报名电话：88573836 13601037787

王老师：88573836 
        13601037787

28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培训中心 面授 中初级
报名/办公地点：大兴区龙河路16号
报名邮箱：zgtjpxzx@126.com
报名电话：60282608

谢老师：1381036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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