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据分析行业专业服务机构 
             ——数据分析师事务所介绍 

 

一、行业协会背景介绍： 

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China Data Analysis Committe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缩写CDAC）(以下称“协会”)，成立于 2008 年,是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和登记的中国数据分析行业唯一的行业主管协会，是以数据分析师及数据分析

师事务所等从事与数据分析行业相关的团体与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数据分析行业组织，是中国较早坚持发展

专业型协会的行业组织。 

协会的服务宗旨是发展专业的数据分析师事务所和大数据分析人才;制定行业标准,督促并维护行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维护国家、行业和用户利益;加强国、内外业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普及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促进中国数

据分析与决策能力的提高。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方案推出后国家

正式推行政、企脱钩工作，随后 2016 年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成为全国前三批脱钩协会之一，

脱钩后正式由中国商业联合会直接监管，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的法人登记证书也直接由中国商

业联合会颁发，此政策出台后更加坚定了中数委走专业型协会、靠专业引领市场的发展之路。 

 

 



二、数据分析师事务所介绍： 

数据分析师事务所（以下称“事务所”）是我国继作为第三方独立服务行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之后，又一全新的服务行业。事务所是经中数委审批同意、工商局注册备案并具备中国数据分析行业从业资格

的单位，受中数委的监督和管理。 

事务所由持有CPDA证书的专业数据分析师组成，可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与大数据相关的专业服务，主要业

务范围包括：数据分析与咨询服务、定制化的数据分析产品与大数据平台开发服务、大数据咨询及解决方案服

务等。 

 

三、事务所发展前景： 

目前全国有数十家专业的数据分析师事务所遍布在各省市，业务基本围绕着数据的深度分析、业务场景构

建、深层次的咨询，以帮助企业实现数据变现的能力。这二年随着广大政府和企业对大数据的重视，数据会越

来越多，技术门槛会越来越低，但是大量的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成为企业大数据变

现的核心，这对全国的数据分析师事务所来说是一个商业价值巨大的朝阳行业。 

 

四、创办事务所可享受的协会福利： 

1、提供各种渠道和资源对事务所的品牌进行有效推广和宣传： 

（1）协会官方网站； 

（2）协会官方公众号； 

（3）数据分析师官方群 ； 

（4）全国性视频平台； 

（5）《中国数据分析》行业特刊； 

（6）一年一度的数据分析行业峰会； 

（7）全国各地数据分析行业沙龙活动； 

2、帮助事务所不断提升大数据专业能力： 

（1）一年 12 次不同内容和方向的最新大数据案例分析免费学习（微课形式）； 

（2）一年一次的数据分析师执业教育技能免费培训； 

（3） 进入指定的专业数据分析师官群，就专业问题随时与全国优秀数据分析师进行有效沟通，解决

大数据研究问题； 

（4）可优先安排，且无限学习当地授权中心组织的最新 CPDA 数据分析师课程；  



3、帮助事务所解决数据分析师人才需求问题： 

（1）协会在全国众多城市已培养了数万名数据分析师人才，且人数呈每年快速增长趋势，专业性的人

才培养将为成立数据师事务所奠定最扎实的基础； 

（2）协会对有需要分析师人才的事务所，可协助安排所在地优秀分析师与事务所建立合作； 

4、帮助事务所获得更多项目资源机会： 

（1）有机会与全国兄弟单位进行业务合作； 

（2） 根据事务所需求，协会可牵头促进所在地学员与事务所建立项目或业务合作； 

（3）有机会获得协会推荐的业务； 

5、给予事务所成为中国数据分析行业会员单位的行业影响力: 

事务所在洽谈业务时可充分利用行业会员影响力增强自身含金量，如下： 

（1）作为中国数据分析行业会员单位，受中数委监督和管理，对行业正规化和客户利益更有保障； 

（2）协会每年实施严格的年检机制，全国任何一家事务所一旦出现不良记录或投诉，经协会查证属实

后，均不予通过年检，取消事务所会员资格。作为现在册数据分析行业会员，无任何不良或投诉记录，

社会反映良好； 

（3）事务所内从业数据分析师均经过严格考核和培训，是具备专业分析思维和能力的 CPDA 持证分析

师会员； 

（4）协会对事务所经营的收费标准、数据安全等方面均有严格规定，一旦违反，均将受到严厉处分； 

6、 不定期举办免费形式各异的创业指导活动，有效指导事务所的长期发展； 

7、 根据事务所需要，适时推荐资深专家指导事务所执行项目； 

8、提供国内最先进的 Datahoop 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解决事务所技术分析能力不足问题。此平台是中

国数据分析行业分析师指定使用平台，平台集约了全国顶尖数据分析师的核心算法。 

 

五、事务所主要业务范围 

1、 数据分析与咨询服务； 

2、 定制化的数据分析产品服务； 

3、 大数据平台开发服务； 

4、 大数据咨询及解决方案服务； 

5、 其他。 

 

 

 



六、申请事务所条件 

1、 申请者是 CPDA 数据分析师,成立事务所需要 CPDA 持证人数不少于 3 人，否则需不少于 5 人； 

2、 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 万;   

3、 有一定企业经营经验； 

4、 有成熟的业务资源； 

5、 办公地点不低于 100 平米。 

 

七、申请材料  

1、 《数据分析师事务所成立预备案及入会申请表》;   

2、 事务所章程;   

3、 法人及 CPDA 数据分析师简历;   

4、 团体入会申请登记表;   

5、 个人执业会员入会登记表;   

6、 数据分析师名单;   

7、 事务所运营方案;   

8、 法人和 CPDA 数据分析师身份证、学历证明复印件，一寸照片二张。 

9、 以上材料模板请登录协会官网下载：www.chinacpda.org 

 

八、入会流程 

1、 申请者向协会会员处递交申请材料,同时在当地工商网上进行核名(名称中须带“数据分析师事务所”字样)，

如核名未通过,应及时与协会会员处联系,协会将协助出具核名函;   

2、 申请者向协会会员处递交工商批准的电子版营业执照;   

3、协会会员处审核申请材料;   

4、材料审核通过后,安排专人实地考察(费用由事务所自行承担);   

5、协会会员处组织专家成员召开评审会;   

6、评审通过后,协会会员处通知申请机构缴纳入会费用;   

7、协会会员处向申请机构出具批复函;   

8、协会会员处向申请单位颁发从业资质。 

 



九、收费标准 

1、团体会员：  

  （1） 普通会员费:3000 元/年； 

常务委员会会员费:5000 元/年; 

  副主任会员费:20000 元/年;   

（2） 评审费:1000 元;   

（3） 授权铜牌:350 元;   

（4） 其他费用另计。   

2、事务所个人执业会员:  

执业会员会费:1000 元/人/年 (证书换证及年检费用另计)。  

 

十、全国事务所分布： 

 

事务所营业执照图例： 

 

全国事务所分布图

北京 陕西 贵州 江西 新疆 辽宁 天津 苏州

上海 湖南 海南 云南 四川 广西 山东



会员执业资质证书和授权铜牌示意图： 

  

 

十一、联系方式: 

协会官网: www.chinacpda.org  

会员处电话: 010—59000056-652、18101312526（同微信）  

电子邮箱: xiehui@chinacpda.org 

联 系 人: 李老师  

邮寄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 6 号朝外 SOHO.C 座 931  会员处  



 

 

 

中国数据分析行业专业服务机构 
                   ——个人专业会员介绍 

 

一、行业协会背景介绍： 

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China Data Analysis Committe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缩写CDAC）(以下称“协会”)，成立于 2008 年,是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

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和登记的中国数据分析行业唯一的行业主管协会，是以数据分析师及数

据分析师事务所等从事与数据分析行业相关的团体与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数据分析行业组织，是中国较早坚

持发展专业型协会的行业组织。 

协会的服务宗旨是发展专业的数据分析师事务所和大数据分析人才;制定行业标准,督促并维护行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维护国家、行业和用户利益;加强国、内外业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普及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促进中国数

据分析与决策能力的提高。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方案推出后国家

正式推行政、企脱钩工作，随后 2016 年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成为全国前三批脱钩协会之一，

脱钩后正式由中国商业联合会直接监管，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的法人登记证书也直接由中国商

业联合会颁发，此政策出台后更加坚定了中数委走专业型协会、靠专业引领市场的发展之路。 



二、申请个人专业会员条件 

1、 获得协会颁发的 CPDA 数据分析师职业证书； 

2、 热爱数据分析，愿意为中国数据分析行业发展做出贡献。 

 

三、个人专业会员可享受的协会福利： 

1、 购买一年个人专业会员免费赠送一年会籍； 

2、 一年六门免费微课学习，总价值 1500—2000 元； 

3、 每年享受 CPDA 个人会员专属执业教育免费学习，非会员参加收取 600 元/人/次学习费； 

4、 免费享有在协会官网、公众号、直播视频、会刊等平台进行个人或所在公司的宣传，非会员按市场价

格收取宣传费； 

5、 优先参加协会各种线上、线下会议活动； 

6、 享有创办数据分析师事务所品牌宣传与经营发展扶持服务； 

7、 优先获得《中国数据分析》行业电子特刊，同时优秀个人原创文章将优先在会刊及相关专业刊物进行

刊登。 

 

四、申请材料  

1、 《个人专业会员入会申请表》（可登录协会官网下载：www.chinacpda.org）;   

2、 个人身份证、学历证复印件各一份； 

3、 CPDA 数据分析师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 一张一寸彩色照片。 

 

五、入会流程 

1、 下载《个人专业会员入会申请表》填写完整，连同申请材料电子版一同发送至协会会员处邮箱 

xiehui@chinacpda.org，邮件名称填写“姓名+个人入会备案”，进行审核； 

2、 资料审核通过，协会会员处通知学员缴纳会费，并提交纸质材料邮寄至协会会员处：北京市朝阳区朝

外大街乙 6 号朝外 SOHO.C 座 931 会员处 ； 

3、 协会会员处收到纸质材料后完成建档； 

4、 协会会员处将证书盖章寄回，通知学员入会完成。 

 

 



六、收费标准 

个人专业会员会费:  1000 元/人/年  （购买一年个人专业会员免费赠送一年会籍） 

(证书换证及年检费用另计)。  

 

七、CPDA数据分析师证书及会员页样本 

 

会员页： 

 
 

八、联系方式 

协会官网 : www.chinacpda.org  

会员处电话 : 010—59000056-652、18101312526（同微信）  

电子邮箱 : xiehui@chinacpda.org 

联 系 人 : 李老师  

邮寄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 6 号朝外 SOHO.C座 931  会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