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财税风险管理师(STM)资格认证

中国 5G 十人才培养工程培训基地

招 生 简 章

人工智能时代、5G人才紧缺、国家培养工程、百万年薪岗位

智能税务风险管理师 智能会计风险管理师 各行各业急需

【项目背景】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会议上强调：要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整合，号召“举

全国之力发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正式列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的重点之一。2018 年国家紧急实施 5G＋人才培养工程，“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正式启动；第一批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陆续展开试点，人工智能人才梯队逐渐成型。

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指出：“不热情拥抱、主动融入‘互联网+’，税收工作就没有希望，

也没有未来，税收现代化更是无从谈起”。随着税收现代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逐

渐成为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2019 年，随着国家互联网 5G 网络时代的步步逼近，各行各

业的智能化水平日日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在人工智能与 5G 网络即将深度融合的新形势下，

互联网＋5G 应用人才培养，打造互联网＋纳税服务的 5G 科技模式势在必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通知指示精神，加快培养人工智能

高端人才，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机构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学科建设，

形成“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考试中心组织科研专

家，成立“智能财税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全国开展“智能财税风险管理师(STM)”资格认证

考评工作，目的在于培养一大批“人工智能+税务”的横向复合型人才。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

综合管理能力和应用水准，为学员日后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为学员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新的

提升和保障。

【组织机构】

认证机构：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考试中心

执行机构：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智能财税科技研究所

培训机构：新华蓝海（北京）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官方查询：http://www.cmcaedu.org.cn http://www.xhcsw.com

http://www.cmcaedu.org.cn
http://www.cmcaedu.org.cn


【申报条件】

一、初级智能税务风险管理师 初级智能会计风险管理师

1、税务系统纳税服务及执法岗位的工作人员；

2、在校财会、税务相关专业大三、大四学生；

3、中专及以上学历，且从事财会涉税工作经验一年以上；

4、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者。

二、中级智能税务风险管理师 中级智能会计风险管理师

1、税务系统纳税服务及执法岗位的工作人员；

2、高等院校在校财会、税务相关专业研究生；

3、本科学历，且从事财会、涉税岗位工作两年以上；

4、大专学历，且从事财会、涉税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5、具有财税相关资格，且从事财会涉税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三、高级智能税务风险管理师 高级智能会计风险管理师

1、税务系统纳税服务及执法岗位的工作人员；

2、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事财税管理工作、会计管理、税务管理工作满一年；

3、大学本科学历，从事财税管理工作、会计管理、税务管理工作满三年；

4、大专学历，从事财税管理工作、会计管理、税务管理工作满四年。

【报名材料】

1、填写学员资质审核表一份；

2、提供 2寸蓝底免冠蓝底彩色照片 4张（同版）；

3、最高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复印件各 1份，要求 A4 纸张。

【适合对象】
1、财税相关从业人员，企业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财务经理、会计主管、税务经理、税务主管以及其他

从事相关工作的高级职员；

2、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3、相关科研院校（机构）有关人员等；

4、大中专院校应（往）届学生；

5、各企事业单位财务及办税人员；

6、各级税务机关工作人员；

7、其他纳税服务志愿者。

【课程模块】

课 程 模 块 课 程 模 块

Part 1 人工智能发展史 Part 7 机器学习系统的基本模型

Part 2 人工智能与国家崛起 Part 8 《互联网状态下的税企业务如何智能“交易”》

Part 3 《世界范围内的科技“暗战”》 Part 9《税务移动办公平台功能与“六能型”智税库

操作应用》

Part 4 《我国财税线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趋 Part 10 考核合格学员人工智能税务移动办公平台“智



势》 税库”

Part 5《人工智能，引发经济发展领域的深层次

革命》

Part 11《人工智能税务顾问机器人工作原理与操作应

用》

Part 6 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 Part 12 人工智能税务（会计）机上实战操作

【相关待遇】

智能财税风险管理师(STM)统一培训标准为：

1、初级智能税务风险管理师 初级智能会计风险管理师

培训考试＋资格认证＋上机操作＋“六能型”智税库应用

2、中级智能税务风险管理师 中级智能会计风险管理师

培训考试＋资格认证＋“六能型”智税库应用＋机器人掌中税宝配送

3、高级智能税务风险管理师 高级智能会计风险管理师

培训考试＋资格认证＋“六能型”智税库应用＋机器人税博士配送＋税务顾问

【证书颁发】

考生通过培训考试，成绩合格者将由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考试中心颁发 “智能财税风险管

理师(STM)”资格证书（全国通用，可网上查询。该证书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用人单位对持证

人任用、考核、聘用和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

【证书样本】

【培训时间及课时】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十二节课时）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老师、郑老师、田老师

全国统一电话：400-698-8862

【指定汇款账户】

户 名: 新华蓝海（北京）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帐 号: 11050163360000000686



智能财税风险管理师(STM)学籍表
AEC

姓 名

Name
姓名拼音

Name Spelling
性 别

Gender
民 族

Nationality

所学专业

Major
毕业院校

University
学历、学位

Education

申请考试证书

AEC

初□中□高□

电子邮件

E-mail
身份证号码

ID Card Number
职称

Title
职 务

Position
宅 电

Home Phone
手 机

Mobile Phone

单位名称

Company Name

办公电话 Phone

微信号 VX

通讯地址

Mailing Address
邮 编

Postcode

工作简历

Working
Experience

指导及颁证机构 Guidance and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申请人认可、签字 Signature

（授权机构）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考试中心

财税科技研究所

年 月 日

本人现已了解并认可本次办班情况，愿意学完相关课

程，中途不退学。并希望获颁相关资格证书。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请报考学员真实有效的填写智能财税风险管理师 (STM)学籍表的表格，填写完后发送至：

或同照片、学历证、身份证复印件一同邮寄至项目管理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钟寺东路京仪孵化园区 C 座 107室 刘旭柯主任收 15110065721

邮编 100080

mailto:填写完后发送至ismbaoming@163.com
https://baike.so.com/create/edit/?eid=5395599&sid=5632756&secid=3


附：《2018 年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申报推荐工作正式启动》

2018 年 05 月 29 日 15:00 来源：中国人才网

2018 年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申报推荐工作已于近日正式启动。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加快建

设人才强国目标，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突出“高精尖缺”导向，按照“坚持

标准、优化结构、宁缺勿滥”要求，更大力度实施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二、项目构成。国家“千人计划”包括：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含非华裔外国人

才）、创业人才项目、青年项目、外国专家项目、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新疆西藏项目、文化艺术人

才项目。国家“万人计划”包括：杰出人才项目、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项目、科技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教学名师项目、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各项目申报人选条件和推荐程序按照《国家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管理办法》《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管理办法》执行。

三、申报方式及时间要求。申报人年龄、工作年限的计算，截止到 2018 年 8 月 31 日。国家“千人

计划”申报材料包括年度申报情况报告、申报书及附件、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等，破格引进的应附破格说

明。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按 2017 年方式申报，其它项目申报材料电子版须通过“国家‘千人计划’申

报评审系统”（http://pingshen.1000plan.org）上传。此前已申报过青年项目的用人单位，原用户名和

密码仍然有效。首次申报的用人单位将单位全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材料盖章、扫描后发至申报专用电

子邮箱（zhuanxiangban@1000plan.org）。工作人员审核后将通过电子邮件反馈用户名及密码。青年项目

上传时间为 7 月 1 日-20 日，其他项目上传时间为 6 月 10 日-30 日，逾期不再接收材料。形式审查发现申

报材料不齐全或不规范需补充上传的，时间另行通知。纸质材料报送方式与 2017 年一致。申报软件客户端、

填写说明等见附件。

国家“万人计划”各项目的申报推荐由有关平台部门会同中央组织部分别印发通知进行具体部署。

杰出人才项目的申报推荐由中央组织部会同科技部、财政部单独部署。青年拔尖人才申报材料经省区市党

委组织部门审核把关后报相关平台部门。

两个计划评审工作集中安排在 8、9 月份进行，建议人选名单于 10 月底前报送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专项办公室。

http://rencai.people.com.cn/


四、政策调整。

1．“新闻传播学”纳入国家“千人计划”人文社科项目支持专业范围，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中增加专门名额，重点引进支持能够“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新时代社会科

学家。

2．国家“千人计划”所有项目增加风险评估程序，由用人单位对申报人的知识产权、保密约定、竞业

禁止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和审查，防范引才法律风险，保障人才安全。

3．国外高校取得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可正常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各类项目，不再视为破格。国外高校

毕业、来华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非华裔人员，出站一年内可申报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4．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原则上只允许西部和东北地区用人单位申报。

5．非华裔外籍人员可用英文填写国家“千人计划”申报书有关内容。

6．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防军工类单列名额、单独评审。

7．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资助期结束后，可以申报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不占用人单位推荐名额。

8．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申报人年龄限制调整为不超过 40 周岁，适当扩大遴选规模，

拓展推荐渠道，扩大差额比例。增加对企业的支持名额。获得教育部“青年长江”、自然科学基金会“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人才，资助期内不得申请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9．已在大陆工作一年以上的台港澳地区专家和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专家，可以申报国家

“万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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