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FRM 名企直通计划 

2021 年秋季招生简章 

 

一、FRM 名企直通计划 

（一）简介 

FRM 名企直通计划由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与资深 FRM（金融风险管理师）教

育机构—中博教育展联合开办，是本科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接轨、国内学历教育与职

场能力教育结合的一种全新模式，充分满足学生全日制课程外的精英培养计划。 

2017 年 3 月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开设 FRM 名企直通计划以来，至今已培养

300 余名 FRM 学员。FRM 名企直通计划班级学员考试平均通过率约为 80%。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一批具有 FRM 资格、知识面广博、专业技能精深、英语应用娴熟、适应现

代金融需求、能在各大型跨国公司、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行业从事

风险管理的综合型人才。 

（三）教学管理特色 

1.中英双语国际化授课方式 

FRM 名企直通班实行小班教学、独立成班，每个班配备一名教务老师，处理同学

上课、代注册、代报考事宜，同时执行严格的签到、习题课等管理制度，只为让我们

的学生能更专注于学习，实现梦想。 

2.全明星教师团队 



特聘拥有 FRM 会员资格（必备）、海外留学经验及世界 500 强中高层从业经验

的讲师为大家授课，培养适应国际财经发展、理论与实践俱佳的高端金融人才。 

3.丰富多彩学员活动 

FRM 学员在学期间，将定期举办交流讲座、企业参观、节日酒会、案例分析大赛

等活动，拓宽学员人脉交流范围，丰富学员课外学习生活，开阔眼界，加强学员的职

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4.人性化的重修政策及后续服务 

如果在学期间当期考试未通过的同学，只要满足平时上课 90%的出勤率，可免费

继续重修该课程。

（四）招生信息 

1.班级名称：2021 年秋季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FRM 名企直通计划 

2.招生人数：40 人/班 

3.上课模式：周末班 

4.上课地点：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教学楼 

5.报名条件：四川农业大学 2019-2021 级各专业在读学生，均可根据个人意愿报名参

加 FRM 名企直通计划班级选拔，通过专业老师面试综合考察，择优录取。 

6.报名方式：登录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网站下载并填写《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FRM 名企直通计划报名申请表》（附件），并将此表格以附件形式发至指定邮箱：

2296703106@qq.com，收到回复邮件，确认报名。 

7.咨询 QQ：2296703106 

8.咨询电话：199-8049-0352（段老师） 



9.咨询地点：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 1 教 404 办公室（FRM 教育中心） 

 

二、FRM（金融风险管理师）简介 

（一）FRM 是什么？ 

FRM 全称 Financial Risk Manager（金融风险管理师），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

领域的一种资格认证，由美国“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在 1996 年开

始设立。FRM 考试始于 1997 年，2009 年起分级考试，每年 5 月和 11 月各举行一

次全球统一考试。2006 年国内 FRM 持证人不足 200 人，2015 年激增至 3000 以上。

目前中国至少有 9,500 名 FRM 持证人，目前全球至少有 48,000 名持证人。FRM 证

书被国际职业人士所公认，证明持证人拥有做出客观风险分析及相关决策等风险管理

行业必备的、完整的知识结构的能力。 

【备注：GARP 协会是一个拥有来自超过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50,000 名会员

的全球著名金融协会组织之一，主要分别服务于 7,500 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学术研

究机构、政府管理机构、资产管理机构、保险公司及非金融性公司等。其主要职能是

通过信息交换，实施教育计划，提高全世界金融风险管理领域的标准。】 

（二）FRM 的优势 

1.全球认可的国际证书 

FRM 是唯一全球公认的金融风险管理专业认证。没有其它认证机构或地区性认证

项目能够拥有 GARP 这样的经验来提供全球金融机构和风险专业人士认可的高质量证

书。获得 FRM 证书将使持证人成为全球的精英和精选专业人士。 

2.雇主的高度认可 



全球风险管理者和各大企业雇主将 FRM 头衔作为衡量金融风险管理人员专业水

平和诚信度的标准。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许多著名风险管理机构已把获得

FRM 资格列为对其高级雇员的考核要求。 

3.获得职业价值的充分提升 

FRM 头衔在成熟市场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被视为一种卓越、专业的品质象征。

获得 FRM 认证是在中国及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许多风险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并且对

职位的晋升或获得新职位帮助重大。 

4.行业接受度高 

在全球有超过 7,500 家公司雇用 FRM 持证人员。全球有超过 48,000 名 FRM 持

证人员，中国有 9,500 名 FRM 持证人员。全球每年有超过 5,000 家公司派遣员工参

加 FRM 考试。 

5.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首肯 

GARP 协会成立以来，FRM 不断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并纷纷开展了全面

的学术合作。目前在全球有许多大学的硕士课程与 FRM 课程相结合。经过独立的鉴

定和评估， FRM 课程被认可为相当于硕士学位课程。 

6.受到全球学员的推崇 

由于 FRM 在国际风险管理界被高度认可，从而也深受广大金融专业学员的推崇，

全球 FRM 考生逐年增加。自 2010 年，超过半数的 FRM 考生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以外

的地区。FRM 考生和持证人来自全球超过 190 个国家和地区。 

（三）FRM 持证人的福利政策（部分） 

1.北京 



北京市为吸引和鼓励金融紧缺人才在北京发展的 16 项政策日前出台。其中，明

确指出对于拥有 CFA、FRM 等持证资格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并对于来

京工作的可办理调京手续并办理本市户口，其子女可在京参加高考，录取时与北京市

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便利等。 

2. 上 海

上海市颁发的《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将取得国际权威的资

格认证 FRM、CFA 等人才列为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属于业务

类金融紧缺人才。在户籍、《居住证》、《外国专家证》办理、医疗保障、子女就学、

住房等给予相应的服务和便利。 

3.广州 

2014 年，《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项目实施办法》出台，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专项金融人才扶持政策。广州市为高级金融人才“量身打造”福利政策，通过各种渠

道培养 FRM 人才、引进 FRM 人才，为金融机构和 FRM 人才提供优质服务。具体来

看，注重配套政策和软政策的完善，包括入户便利、子女入学便利、出入境便利、医

疗便利、住房支持、培训支持、政治待遇及创业扶持等。此外，优秀的 FRM 金融人

才还将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4.深圳 

FRM 证书持有者，享受住房补贴、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学术研修、办理“鸿儒

卡”等高层次专业人才配套政策；并可以申请 100 平方米公租房或每月 3200 元租房

补贴。深圳备级金融人才（地方级领军人物），可享受 160 万元奖励补贴，配偶促进

就业。 



5.成都 

2017 年 8 月，成都“天府英才计划”提出，对持有 FRM 证书的 B 类高端金融人

才，最多可获得 80 万元补助，对高端金融人才给予出入境与居留、租（购）房补贴、

户籍、子女教育等政策支持。 

6.西安 

对新设立或新引进的法人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投资基金业企业和地

方类金融机构，年工资性收 50 万元以上的高管，连续 3 年，给予每人最高 50 万元的

工作生活补贴。新获得 CFA（注册金融分析师）、CFP（注册金融理财师）、FRM

（金融风险管理师）等专业资质的金融从业人员，给予每人最高 50 万元的工作生活

补 贴 。

（四）FRM 雇佣公司有哪些？ 

 



（五）FRM 持证人分布情况 

 

（六）FRM 持证人薪酬水平 

根据工作岗位的不同，FRM 持证人的薪水也不同，年薪范围$65,000~$195,000。在

美国，FRM 持证人的工资平均是$86000。（数据来源：Wiley 网站） 

 

（七）FRM 课程考试内容 

Part 1(共 100 题) 比重 

Foundations of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基础 
20% 

Quantitative Analysis 

数量分析 
20% 



 

（八）FRM 考试形式 

2009 年起，FRM 考试将分为 Part1 和 Part2 两级，都是笔试考试。Part1 考试

时间为上午四小时，全部是标准化试题，100 道单项选择题；Part2 考试时间为下午

四小时，全部是标准化试题，80 道单项选择题。 

注：考生可以同时报考 Part1 和 Part2 两个级别考试，但是考生只有通过 Part1，

其 Part2 的考试成绩才会被评阅，两级都通过后并达到其他要求方可取得证书。 

（九）非金融专业可以报考 FRM 么？ 

Financial Markets and Products 

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 
30% 

Valuation and Risk Models 

估值与风险建模 
30% 

Part 2(共 80 题) 比重 

Market Risk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市场风险测量与管理 
20%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信用风险测量与管理 
20% 

Operational and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操作及综合风险管理 
20% 

Risk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投资风险管理 
15% 

Liquidity and Treasury Risk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流动性和国债的风险测量与管理 15% 

Current Issues in Financial Markets 

金融市场前沿话题 
10% 



FRM 考试对考生的专业背景不作任何限制。基本所有的国内 FRM 生都是从头学

起，所以尽管考生的专业与之有所差别，但如果希望今后从事相关金融风险工作，或

者想扩充自己知识面的，都可以考。（注：学数学、金数、理工科类、会计、法律、

金融、经济、英语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更有优势） 

对英文的要求：一般大学英语四级即可，需要丰富的金融专业词汇。 

对数学的要求：低于数三难度，主要是概率与统计的内容偏多，微积分内容较少

涉及。 

 

三、师资提供方简介 

中博教育成立于 2004 年，总部设立于北京，至 2020 年 6 月已拥有 51 所统一师

资、统一管理的直属分部、教学点，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开封、

青岛、烟台、杭州、苏州、南京、无锡、徐州、镇江、成都、重庆、长春、沈阳、大

连、合肥、蚌埠、芜湖、武汉、长沙、石家庄、秦皇岛、张家口、太原、西安、昆明

南宁、呼和浩特、海口、珠海、福州、厦门、南昌等地。目前，中博教育已经与哈尔

滨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大学、浙江财

经大学等 400 多所国内大学，2000 余家企业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培养具备

前沿性的国际财务、金融知识以及先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复合型国际财经人才。 

中博教育在 ACCA 国际高端财经证书的教育上，以先进的知识管理体系、完善的客户

服务系统、持续改善的学习文化，领跑于中国高端财经培训业务。历经 17 年，已获

得官方授权的“ACCA 白金级认可培训机构”、“ACCA 中国卓越培训机构”等称号、

拥有 66 所官方授权的 ACCA 机考中心、精英讲师 400 余名、培训学员累计 445,500



人次，累计发放 15,590,000 元奖学金。公司范围业务已经延展到泛财经网络教育、

金融板块国际高端课程、企业内训以及国际留学项目，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的社会责

任意识、理性思考、不断追求进步的社会精英。 

 

四、相关信息查询网 

GARP 协会官网：http://www.garp.org 

中博教育官网：https://www.zbgedu.com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官 网 ： http://jjxy.sicau.edu.cn

http://www.garp.org/


五 、 FRM 学 员 日 常 活 动 集 锦

 

FRM 学员学习“500 强企业”面试技巧 

 

 

FRM 学员全真模拟面试 



 

FRM 学员参加酒会 

 

 

FRM 学员参加行业大咖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