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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裁合规师 (CGSS) 是 ACAMS 推出的专业资格认证之一，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法律、合规与政策环

境中，彰显机构员工具备制裁合规的专业能力及遵守制裁法规的承诺。CGSS 是全球性的资格认证，能

确保跨国企业秉持一致性的策略，为全球员工采取统一制度。获得 CGSS 认证，向监管机关证明自身

恪守制裁法规的坚定承诺。

ACAMS 为业界最大的国际专业会员组织，获取 CGSS 资格认证可协助机构善用 ACAMS 多元化的国际

网络，提升防范金融犯罪的知识与技能。

专业团队应具备以下条件：

• 了解制裁所施加的限制性措施，目的和实行方法

• 当面对制裁带来的限制性措施时，能采取明确的分析方法

• 了解发布与实施制裁的机构，受到制裁的人士、国家与实体

• 了解不遵循制裁法规所带来的后果

• 将制裁内容纳入风险评估与法规遵循制度及人资培训

• 辨识受制裁对象逃避制裁的常用方法

• 区分反洗钱风险与制裁风险

• 执行制裁尽职调查，确保机构不会与受制裁对象进行业务

往来

CGSS 能为从业人员提供重要的技能，对象

包括：

• 制裁合规

• 经济制裁

• 金融制裁

• 制裁名单筛查

• 反洗钱 / 反恐融资

• 反洗钱制裁

• 监管合规

• 风险管理

• 法律顾问

• 禁运

• 合规科技及更多

为什么要获得                 ？
  
 C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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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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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 资格认证教程

CGSS 资格认证教程 (Study Guide) 是您

准备 CGSS 考试的主要参考资料和内容

资源。 

CGSS 资格认证虚拟课堂 
需要额外指导和课程安排的考生可选择参

加 CGSS 资格认证虚拟课堂。CGSS 资格

认证虚拟课堂分为 6 节课，每节 2 小时。

该课程由专家讲师讲授，每周一次通过网

络直播进行互动授课，为考生打造一个结

构紧凑的学习环境。CGSS 资格认证虚拟

课堂通过每周作业和规定的阅读任务帮助

考生获得成功。

为了通过国际制裁合规师 (CGSS) 考试，需要充分准备。不过，

您备考过程的每一步都有我们陪伴。我们的资格认证课程将

协助您为考试做好必要的准备。

CGSS 备考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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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介绍注册国际制裁合规师 (CGSS) 

考试所需了解的信息，包括资格要求、政

策、考试内容大纲和申请说明。本手册还包

括 CGSS 资格重新认证政策，以便您保持 

CGSS 认证有效并及时更新。

参加流程 
第 1 步：联络 apac@acams.org，选择会员

资格和 CGSS 资格认证课程。

第 2 步：获取付款通知书，缴纳费用。 

第 3 步：付款成功后，我们将授予您 

ACAMS LMS 访问权限，您可由此找到所有

备考材料。 

第 4 步：填写在线考试申请表和提交证明材

料。https://acams.secure.force.com/store/

signin?pg=CGSS_Checklist

第 5 步：申请审核通过后，您将收到 

ACAMS 发来的电子邮件以排定考试时间。 

CGSS 资格要求及 ACAMS 会员资格 
报考 CGSS 考试的考生必须：

• ACAMS 有效会员

• 规定的 40 个学分

 • 教育背景

• 大专 10 个学分

• 学士 20 个学分

• 硕士 30 个学分

• 博士 40 个学分

 • 工作经验

• 每年工作经历计 10 个学分

• 无限制

 • 培训：

•  每小时金融犯罪相关培训计 1 个

学分

•  无限制

• 注：如果您拥有有效 CAMS 认证，您将

自动取得 CGSS 考试资格。

如需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要求，请访问：

资格计算器。

通过 CGSS 考试的考生必须同时持有有效的 

ACAMS 会籍（活跃会员），方具备使用和

出示 CGSS 资格证书的资格。 

无歧视声明

ACAMS 不因年龄、性别、种族、肤色、宗

教信仰、国籍、残疾或婚姻状况而歧视考生。 

考试费用

标准 CGSS 资格认证课程及考试（不包含虚

拟课堂）：

  私营机构  1,695 美元 

 公营机构*  795 美元

包含虚拟课堂选项的 CGSS 资格认证课程及

考试：

 私营机构  2,180 美元 

 公营机构*  995 美元

* 针对政府工作人员。

以上价格未含税项

申请方式 
填妥线上申请表并完成支付。 

可通过信用卡、个人支票、银行本票、汇票

或电汇（电汇必须包含身份信息）进行付款。

支票收款方为 ACAMS。课程价格可能会有

调整。如果信用卡被拒或支票被退回，将被

罚款 25 美元。 

ACAMS (HK) Limited  

60/F, One Island East 

18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S.A.R.

如有问题，请在网上通过联系我们页面或通

过 apac@acams.org 咨询。

背景核实 
ACAMS 有权对所有的 CGSS 考试报考人员

进行包括犯罪记录核查在内的背景核实。考

生需填写填写背景核查授权表。 

ACAMS 进行背景核实时，会向考生发送有

关申请状态的邮件。

我们谨此告知，为确保协会和任务的完整性，

未通过背景核实的考生不得参加 CGSS 考试。

公认反洗钱师协会® (ACAMS) 成立于 
2001 年，是反洗钱领域专业人士的首

选会员组织。ACAMS 的使命是帮助全

球致力于侦查和防范洗钱和其他金融

犯罪活动的专业人员提升其专业知识、

技能和经验。

关于 ACAMS

关于 CGSS 资格认证

mailto:apac@acams.org
https://acams.secure.force.com/store/signin?pg=CGSS_Checklist
https://acams.secure.force.com/store/signin?pg=CGSS_Checklist
https://www.acams.org/certified-global-sanctions-specialist/cgss-eligibility-form/
http://www.acams.org/contact/
mailto:apac@aca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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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 资格认证考试内容大纲
CGSS 资格认证考试包含五个大项。以下是每个大项的测试目标。

1. 治理与执行 

1.1 制裁的制定、变更及执行方式（如，全球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及认识误区）

1.2 制裁的关键概念（如，定义、联合国安理会、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欧盟、英国财政部、AUSTRAC 制裁；多方与单方制裁；限制性措施）

1.3 制裁的不同类型（如，个人、国家、商品、船只、产业制裁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制裁）

1.4 制裁的地域范围（如，《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域外管辖权、防卫法、贸易限制所受影响、国家和自主制裁）

1.5 受益控制权、所有权和 50% 规则

1.6 许可证类型和允许活动范围（如，许可证颁发权限、与许可证有关的认识误区、许可证申请流程、经营挑战）

1.7 治理主体、风险为本的方法及其如何适用于制裁名单筛查（如，风险类别、监管机构的期望）

2. 制裁逃避方法

2.1 违法人员尝试的制裁逃避方法类型，包括与付款和交易有关的逃避方法

2.2 与贸易有关的逃避方法（如，目标人员如何试图掩盖商品的最终用途或最终用户身份、出口控制）

2.3 目标人员用以掩饰其身份的方法（如，空壳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所有权骗局）

关于 CGSS 资格认证考试
CGSS 资格认证考试由 100 道单选题和多选题组成。考试包括非计分题，用于收集统计数据。这些非计分题不会在考试中标出，也不会

影响您的得分。考生需至少答对 62.5% 的计分题，才可获得 CGSS 认证。考生有 175 分钟完成考试。答错不会扣分。切勿放弃作答，以

增加通过的几率。 

复习题请见教程 (Study Guide) 第 7 章。

免责声明：本教程复习题并不反映 CGSS 的真实题型和难度，而是旨在帮助应试人员复习 CGSS 资格认证教程中的内容。

CGSS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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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裁尽职调查 

3.1 可有效缓释制裁风险的制裁尽职调查关键概念（如，制裁风险评估方法、地域范围、风险评估公式、交易级别的尽职调查）

3.2 制裁尽职调查如何适用于不同业务条线（如，奢侈品行业、零售银行、商业银行、保险）

3.3 受益所有权计算（如，对比反洗钱的 25％ 规则与制裁的 50％ 规则和有关受益所有权的欧盟指导意见）

3.4 制裁风险关键领域，包括客户、业务性质、产品、司法管辖区（如，两用商品、欧盟与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尽职调查和受益所有

权方面的差异）

3.5 与制裁风险有关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4. 制裁名单筛查

4.1 制裁监控程序和重要控制措施（如，反洗钱监控控制与制裁监控控制的异同、拦截软件）

4.2 关键概念筛查，包括自动筛查工具 (AST)、制止系统、算法及监管期望（如，不公平名单与除名名单、潜在匹配情况的过滤与权重计算）

4.3 客户和第三方名称筛查（如，通用命名规范、音译、模糊逻辑、罗马化）

4.4 付款筛查流程（如，AST 警报常用管理方法、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支付信息中的相关字段）

4.5 制裁技术（如，筛查软件、匹配算法、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4.6 与制裁有关的软件功能（如，匹配接近度阈值、验证）

4.7 数据管理和分析（如，列表管理、预测分析、数据质量）

5. 制裁调查与资产冻结   

5.1 如何开展调查、保存记录、提交报告

5.2 调查所用信息来源（如，第一、第二手来源）

5.3 如何冻结资产、通知目标人员、提交报告（如，机构对于管理冻结资产、识别目标人员资产的要求）

CGSS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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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考场安排申请 
针对当地适用法律界定的残障人士，ACAMS®

在可行情况下向其提供合理的特殊安排。我们

的目的是确保提出特殊安排申请的任何人尽快

获知特殊安排程序。 

如果您是当地适用法律界定的残障人士，请联

系 accommodations@acams.org 申请特殊安

排。相应部门将联系您并提供更多信息。

重新安排考试日期 / 取消考试的

相关规定 
考试注册成功后申请撤销考试的，不允许退款。

如需更改或取消考试预约，须至少在考试开

始时间的 72 小时前在线进行更改，此时不收

取任何费用。您也可以在考试开始时间的 72 

小时前通过 Pearson VUE 客服中心 (+1 866-

389-8339) 直接更改或取消考试预约，须缴纳 

20 美元的费用。

如果您在考试开始时间前 24-72 小时内取消或

更改考试预约，则 Pearson VUE 将收取 100 

美元的费用。通过电话（而非在线系统）直接

预约考试须缴纳额外费用。Pearson VUE 客服

中心将免费协助解答有关在线预约的问题。但

是，如果您通过电话直接预约考试，Pearson 

VUE 将收取 20 美元的费用。

如果您在 24 小时内取消考试或者缺席考试，

则必须联系 ACAMS，并支付新的考试授权费

用（私营机构 299 美元 / 公营机构 199 美元）。

以上价格未含税项 

考试当天

请在开考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确保充足的入

场时间。迟到的考生有可能不被允许参加考试。 

身份确认 
请携带两张由政府签发的含本人照片和签名的

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必须与用于

注册的姓名相匹配。

身份证 (ID) 要求： 
• 考生在预约时使用的姓名必须与考试当天

出示的两张身份证上的姓名完全相同。 

• 出示的所有身份证均须由考生参加考试所

在国家 / 地区签发。如果考生未持有考试

地所在国家 / 地区签发的合格的主要身份

证，则须出示其国籍国家 / 地区签发的国

际旅行护照和次要身份证明。 

• 考生须出示两种有效（未过期）的身份证

正本（非复印本或数字身份证）；一类为

主要身份证明文件（由政府签发，包含姓名、

可辨识近照及签名等资料），而另一类为

次要身份证明文件（至少包含姓名及签名，

或姓名及可辨识近照）。

其他身份证验证办法： 
• 除非附有有效的续签文件，否则过期的身

份证不可接受。 

• 在日本参加考试的考生，请点击链接查看

日本身份证政策。 

• 如果政府颁发的身份证缺少可见签名（或

使用嵌入式签名），则只要满足主要身份

证和次要身份证的其他要求，就允许考生

进行测试。 

• 如果您对必须带入考试中心以参加考

试的身份证件存在任何疑问，请访问 

www.pearsonvue.com/contact 联系 Pearson 

VUE 客服。考生身份证政策相关的任何例

外情况，必须在考试前至少三个工作日获

得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的预先批准。

不得携带的物品

• 个人物品不得带入考场，其中包括但不限

于手机、手持电脑 / 个人数字助理 (PDA) 

或其他电子设备、传呼机、手表、钱包、

手袋、枪支或其他武器、帽子（和其他非

宗教性头饰）、袋子、大衣、外套、眼镜盒、

钢笔或铅笔。 

• 在考场内不得佩戴超过 1/4 英寸（1/2 厘米）

宽的发夹或发卡或者超过 1/2 英寸（1 厘

米）宽的发箍或发带。在考场内不得佩戴

可移动且宽度超过 1/4 英寸（1/2 厘米）的

珠宝。

• 除非在考试期间获得考试主办者的授权，

否则在考场内不得使用任何书籍和笔记。

您必须按照监考人员的指示将所有个人物品存

放在安全地点，或者将其放置在您的车辆中。

如果您拒绝存放个人物品，则无法参加考试，

考试费用亦不退还。在将所有电子设备存放在

指定的安全地点之前，必须将其关闭。

考试程序和行为准则 
考试期间不设休息时间。考生需征得监考官的

同意后方可离开考场。

在考试期间，考生不能询问有关考试内容的问

题。每位考生有责任阅读计算机上的指示，并

仔细聆听监考官的指示。

在以下情况下，监考官有权拒绝考生参加考试：

1. 考生未经授权参加考试。 

2. 考生扰乱秩序、辱骂或不配合监考官。

3. 考生帮助他人作弊或接受他人的帮助作弊，

或者有作弊嫌疑。

4. 考生试图从考场带走考试资料或考试笔记。

5. 考生被发现持有电子通讯或录音设施。 

在 PEARSON VUE 参加考试

mailto:mailto:accommodations%40acams.org?subject=
https://www.pearsonvue.co.jp/test-taker/Tutorial/Identification-2.aspx
http://www.pearsonvue.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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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公平公正 / 职业不诚信

所有考生的考试行为将受到监管，并进行统计

分析以便对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进行检测和判

定。考生不得泄露考试材料，包括问题或答案。

考生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包括“聊天室”、

留言板或论坛）直接或间接地记录、复制或泄

露全部或部分的考试题目或答案。经过试卷复

阅后，如认定考试分数可疑，该分数将作废，

该考生将被无限期禁止或一段时间内禁止重新

参加考试。此禁止时间由 ACAMS 决定。 

考试公正

为确保 CGSS 考试的公平公正，ACAMS 严格

采取以下保安措施。包括： 

监考官 - 在考试前后以及考试过程中，监考人

员将会在考场确保考生遵守考试相关规定。

摄像头 - 各个考场中布置了高科技摄像头，确

保考试过程中不会出现作弊行为。 

音频设备 - 各个考场考试过程中进行实时音频

录音，确保不会出现作弊行为。 

考场问题报告

考试过程中如出现异常情况，考场的监考官会

在考场问题报告中记录事件的具体情况。 

极端恶劣天气 
万一考试当天出现极端恶劣天气或无法预知的

紧急情况，ACAMS 将视情况决定取消考试并

进行重新考试的安排。我们将尽力确保考试如

期举行。然而，如果确定不得不取消某场考试，

我们将联系参加该场考试的所有考生，考生将

会收到有关重新考试日期或考试再申请相关说

明的通知邮件。 

保密协议 
考试结束后，考生将会立刻收到考试结果通知

（合格或不合格）。考试结果只发布给考场中

的考生本人。考试结果将不会通过电话、传真

或电子邮件发出。当机构付款让考生参加考试，

该机构有权向 ACAMS 申请了解考生的考试结

果。如果考生不想此考试结果出示给该机构，

考生需书面通知 ACAMS。

ACAMS 将在 www.acams.org 公示通过考试

的毕业生名单。

重考

考生如果未通过考试，可以根据以下补考政策

申请重考 CGSS 考试：

• 未能通过第一次考试的考生，可于该次考

试 30 天后再参加考试。

• 如未能通过第二次考试，考生可于该次考

试 60 天后再参加考试。

• 如未能通过第三次（或以上）考试，考生

可于该次考试 90 天后再参加考试。 

自原始申请时间起一年后申请重考的考生必须

支付全额考试费用。  

申请重考，考生需采取的措施：

1. 请在网上通过联系我们页面索取重考付款

通知书。 

2. 缴付重考费用，获得新的考试授权。 

 a) 私营机构考生费用为 299 美元

 b) 公营机构考生费用为 199 美元

3. 通过考试网站预约重考日期。

以上价格未含税项

申诉 
ACAMS 有一套完整的申诉机制以应对有关拒

绝考试申请或废止认证资格问题。有关人员有

责任在导致申诉的情况发生的 30 天之内，通

过书面形式向 ACAMS 提出申诉要求。

注意：未通过考试不构成申请考卷复查和申诉

的理由。 

数据和隐私政策 
若要阅读 Pearson VUE 数据和隐私政策， 

请访问 pearsonvue.com/Legal/Privacy-and-

cookies-policy.aspx。

Pearson VUE 演示 
如果您想预览 Pearson VUE 的机考平台，请点

击此处启动演示。演示包括题型和用户界面相

关的信息，以便您在考试前熟悉平台。

在 PEARSON VUE 参加考试

http://www.acams.org
https://www.acams.org/contact/
https://home.pearsonvue.com/Legal/Privacy-and-cookies-policy.aspx
https://home.pearsonvue.com/Legal/Privacy-and-cookies-policy.aspx
https://wsr.pearsonvue.com/demo/
https://wsr.pearsonvue.com/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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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 资格重新认证旨在确保国际制裁合规师继续保持并提升反洗

钱专业能力。因此，CGSS 专业人士必须通过持续进修及以下其他

专业发展活动继续取得持续进修学分。

资格重新认证要求

要重新认证 CGSS 资格，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 具备有效的 ACAMS 会员资格

2. 满足持续进修学分要求

3. 提交在线申请，并缴付相应的续期费用

继续教育学分要求

• 必须在三年周期内累计获得 30 个继续教育学分。请注意，会员资

格和工作经验将不计入这些学分要求。 

• 至少十五 (15) 个学分必须来自 ACAMS 提供的培训。请注意，从

其他机构获得的 CAMS 学分将不计入所需的 ACAMS 提供培训的  

15 个学分。

• 四 (4) 个学分必须来自 ACAMS 最新制裁措施培训。

• 申请人在获得 CGSS 资格认证或最近获得资格重新认证以前完成的

活动不计入持续进修学分。

• 超出要求（30 个学分）的学分不计入下一个周期。

• 获得持续进修学分的截止日期是您重新认证当年的 12 月 15 日。

认证课程

ACAMS 不接受非 ACAMS 认证活动所授予的资格重新认证学分。

认证课程完整列表请访问 ACAMS 网站 http://www.acams.org/

cams-accreditation/。

CGSS 资格重新认证截止日期

重新认证必须在第一次获得认证或最近一次重新认证后第三年的 

12 月 15 日前，提交填妥的重新认证申请表并缴纳相关费用。在 

12 月 15 日以后申请的需缴纳 50 美元的逾期报名费，且报名日期

不得晚于截止日期后 90 天。 

文档

申请人递交重新认证申请时无需附上证明文件；但是，建议申请人

保留原始证明文件，以防 ACAMS 要求审计其记录。

资格重新认证审计

ACAMS 审计流程旨在确保获得 ACAMS 认证的个人已满足资格重

新认证要求。

每堂重新认证课程均需接受审计。ACAMS 会将流程告知获选接受

审计的考生。

重新认证费用

重新认证费用

提前申请 200 美元 申请和缴费日期不得晚于  
10 月 1 日。

正常申请 250 美元 申请和缴费日期不得晚于  
12 月 15 日。

逾期申请 300 美元 申请和缴费日期不得晚于  
3 月 31 日。

ACAMS 不接受 3 月 31 日以后的逾期重新认证申请。接受支票、

信用卡和电汇方式付款。

以上价格未含税项

取消证书

• 未在 3 月 31 日逾期申请截止日期前申请重新认证的持证人将被撤

销证书。

• 未保留 ACAMS 会员的持证人将被撤销证书。

• 逾期未申请重新认证的 CGSS 持证人只有通过重新参加并通过 

CGSS 考试才能进行重新认证。

会员身份

资格重新认证申请人必须保持 3 年有效的 ACAMS 会员资格，方

可进行资格重新认证。

重新认证费用

费用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概不退还。重新认证费用如有变动，恕

不另行通知。申请人缴纳的申请费用如不符合规定，将收到差额通

知并暂停办理手续，待缴足费用后方继续办理。可用信用卡、电汇

或支票向 ACAMS 付款。请勿支付现金。支票或电汇付款必须显

示申请人的姓名和公司名称。

CGSS 资格重新认证政策

http://www.acams.org/cams-accreditation/
http://www.acams.org/cams-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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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证周期

资格重新认证周期为自申请人获得证书或最近一次资格重新认证当

年起三年。 

申请

请填写网上申请。ACAMS 收到申请后需 5-7 个工作日时间进行审

核并发出通知邮件。由于重新认证的申请数量较多，接近截止日期

（例如 10 月 1 日、12 月 15 日或 3 月 31 日）提交的申请可能需

更长时间审核。

逾期申请政策

逾期申请截止日期（证书过期次年的 3 月 31 日）以后，会员必须

重新参加 CGSS 资格认证考试，以获得 CGSS 认证。符合下述“延

期”部分规定的特殊情况的，视为例外。

延期

有时，特殊情况——例如会员长期失业或申请人或其近亲（如配偶

或小孩）患有严重疾病——可能造成申请人无法在三年期内获得必

要的持续进修学分。在此情况下，重新认证截止日期可延期一年。

会员重新认证只能延期一次，且必须在第一个重新认证截止日期

（10 月 1 日）之前至少三个月获得批准。延期申请费用为 100 美元。

会员还可选择在重新认证截止日期当日或之前再次参加考试进行重

新认证。哪些人可以申请延期：

1. 在三年重新认证周期内，由于遭裁员或生育 / 照顾小孩而失业至少

一年的会员。 

2. 花费大量时间照顾生病的家人或自身遭受严重疾病的会员。 

3. 被派遣到武装部队服役至少一年的会员。

延期被批准后，资格重新认证到期日将延长一年，让申请人有充分

的时间获得必要的持续进修学分。延期时间结束前，会员需提交填

妥的重新认证申请表，证明已满足了持续进修要求。并同时全额缴

纳重新认证申请费用。重新认证成功后，新的三年期重新认证周期

将在延期结束时开始。

申请延期，需在第一个资格重新认证截止日期（10 月 1 日）前三

个月提交以下文件：

1. 说明特殊情况的书面延期申请，发送到 certification@acams.org。 

2. 特殊情况证明文件。包括医生出具的证明、解雇通知及失业救济金

发放收据。

3. 延期费为 100 美元（未含税）。 

4. 填妥的资格重新认证申请表，以显示为了满足资格重新认证的要求

所做出的努力。

无延期申请资格 
未能在截止日期前获得必须的重新认证学分或错过了一个重新认证

周期。

认证失效

未在资格重新认证截止日期（3 月 31 日）前三个月提交申请的会

员将视为不获认证，必须立即停止使用 CGSS 头衔。如需获得认证，

考生必须购买国际制裁合规师认证课程并重新参加考试。

通过考试重新认证 
通过考试重新认证的申请人必须在正常申请截止日期（12 月 15 日） 

前提交书面申请并缴费。重考费用为 299 美元（未含税）。费用

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申请人缴纳的申请费用如不符合规定，

将收到差额通知并暂停办理手续，待缴足费用后方继续办理。可用

信用卡、电汇或支票向 ACAMS 付款。请勿支付现金。使用支票

付款必须写明申请人的姓名和公司名称。费用概不退还。

申请人无需为此提交新的考试表格。 

提醒和提交申请

会员应遵照重新认证周期，在重新认证截止日期前提交填妥的申请

表。ACAMS 将在资格重新认证周期结束前，向所有会员发送至少

两封提醒电子邮件：一封约在到期日期前六个月发出；另一封约在

资格重新认证截止日期前三个月发出。ACAMS 将向档案中的电子

邮件地址发送提醒；因此，地址如有变动，请务必通知 ACAMS。

如果会员未在档案所示地址收到提醒，重新认证周期和提交要求不

会因此而改变。

CGSS 资格重新认证政策

mailto:mailto:certification%40acams.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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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 资格重新认证申请表

重新认证活动

自取得 CAMS 认证当年起三年周期内，必须获得三十 (30) 个持续进修学分。其中，十五 (15) 个学分必须通过参加 ACAMS 培训活动获

得。此外，您需参加 4 小时的 ACAMS 最新制裁措施课程。相应持续进修指南见下表。

* 包括欺诈预防、风险管理、监管合规、恐怖融资活动控制、安全、技术（与前述任何主题相关）或其他相关主题。根据本范围内的活动所授予的学分如有
变动，不再另行通知。

1. ACAMS 教育课程、项目和研讨会（至少 15 个学分） 学分 限制

1.1 参加 ACAMS 主办的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 的会议、研习班、研讨会、网络研讨会、

教育或培训课程
1 / 小时 无限制

1.2 参加 ACAMS 最新制裁措施课程 1 / 小时 无限制

2.  教育课程、项目和研讨会 学分 限制

2.1 参加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的会议、研习班、研讨会、网络研讨会、教育或培训课程 1 / 小时 无限制

2.2 官方认可学院、大学或本国银行家协会或同等机构的合规培训班结业 6 / 次 12 / 周期

2.3 在三年资格重新认证周期内获得其他职业资格认证或执照（包括 CPA、CFE、MICA、CPP、
CRCM 或类似资格认证）

4 / 次 4 / 周期

3.  教学、演讲和其他专题发言 学分 限制

3.1 担任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大会、研习班、研讨会、专题讨论会、教育或培训课程

的教员、演讲者、研讨专家、主持人
3 / 次 无限制

3.2 官方认可学院或大学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课程的主讲人或演讲人 6 / 次 12 / 周期

4.  出版著作的作者 学分 限制

4.1 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出版著作的作者 8 / 次 无限制

4.2 参与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出版著作的撰写 3 / 次 无限制

4.3 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发布文章或手册的作者 3 / 次 无限制

5.  志愿者服务 学分 限制

5.1 ACAMS 咨询委员会或 ACAMS 分会执行委员会的活跃会员（参与标准由各委员会制定） 4 / 年份 12 / 周期

5.2 直接有助于 CAMS 专业人士的发展和持续进修的专业人士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董事会或咨询委

员会会员
4 / 年份 12 / 周期

5.3 为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年会或大会的主办委员会提供服务 3 / 职位 9 / 周期

5.4 担任负责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任务的国际组织（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加勒比

地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代表
5 / 职位 10 / 周期

6.  其他成绩 学分 限制

6.1 作为洗钱控制措施、制裁或相关主题* 案件的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4 / 个案 8 / 周期

6.2 与洗钱控制措施或相关主题* 有关的特殊活动（认可和学分评定由 ACAMS 决定） 1–6 / 活动 6 / 周期

总学分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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