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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9/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9_AB_98_c48_219401.htm 提示：2006年度全国高级会计

师考试将于9月3日上午8：30-12：00进行。现各地报名工作已

经陆续展开，为使广大学员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报名信息及时

报名，我们搜集整理了部分地区的报名信息供大家参考，如

有错误请大家及时与我们联系。 考前辅导：考试吧会计网

校2005年高级会计师考试网上辅导效果显著，大家普遍反映

考前辅导紧贴命题动向，直击考试精髓，感觉受益良多，复

习事半功倍。为了让报考2006年高级会计师考试的学员有更

充足的时间备考，考试吧中华会计网校“2006年高级会计师

考试网上辅导”开始全面招生，现在报名的学员可学习2004

、2005、2006连续3年的课程，全程视频授课，专家24小时答

疑，学员自付费之日起可不限时间、次数重复点播学习，直

到当期考试结束后一周关闭，现在报名→超值优惠期200元/

门。招生方案，详情>>2006年度全国高级会计师考试报名汇

总表（不断添加⋯⋯）省份地市报名时间详细说明考前培

训2006年度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工作将于9月3日举行>>

【北 京】非首次报考人员：5月30至6月13日首次报考人员：5

月30日至6月10日【北 京】 结束>>辅导招生>>补报名时间：6

月27日 【北 京】 结束>>辅导招生>>中央单位会计人员补报

名时间：7月17日至7月21日点击查看详情>>辅导招生>>【贵

州省】贵阳市7月3－7月23日【贵阳市】 详情>>辅导招生>>

【云 南】 6月12日至6月21日【云 南】 结束>>辅导招生>>驻

滇中央单位会计人员报名时间：7月17日至7月24日点击查看



详情>>辅导招生>>曲靖市6月12日至6月21日【曲靖市】 结

束>>辅导招生>>楚雄州【楚雄州】 结束>>辅导招生>>红河

州【红河州】 结束>>辅导招生>>【河北省】5月22日至5月31

日(六、日除外)【河北省】 结束>>辅导招生>>驻冀中直单位

报名时间：7月17日至7月18日 点击查看详情>>辅导招生>>邯

郸市5月22日至5月31日(六、日除外) 【邯郸市】 结束>>辅导

招生>>【山东省】5月29日至6月16日【山东省】 结束>>辅导

招生>>补报名时间：7月24日至28日【山东省】 补报>>辅导

招生>>烟台市6月7日至6月17日【烟台市】 结束>>辅导招

生>>龙口市【龙口市】 结束>>辅导招生>>莱州市截止至6

月16日【莱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莱芜市6月1日至6月14

日【莱芜市】 结束>>辅导招生>>日照市截止至6月15日【日

照市】 结束>>辅导招生>>滨州市6月12日至6月16日【滨州市

】 结束>>辅导招生>>青岛市6月9日至6月14日【青岛市】 结

束>>辅导招生>>威海市6月12日前【威海市】 结束>>辅导招

生>>济南市5月29日至6月16日【济南市】 结束>>辅导招生>>

【天 津】6月21日至6月30日上午8点30至11点30，下午1点305

点（公休日不休息）【天 津】 结束>>辅导招生>>【浙江省

】6月30日至7月7日【浙江省】 结束>>辅导招生>>绍兴市【

绍兴市】 结束>>辅导招生>>义乌市【义乌市】 结束>>辅导

招生>>衢州市【衢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杭州市7月3日

至7月7日【杭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台州市7月3日至7月6

日【台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温州市7月3日至7月7日【温

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宁波市6月30日至7月7日【宁波市

】 结束>>辅导招生>>【吉林省】 6月26日至7月6日（省直报

名点报名期间周六、周日不休息）【吉林省】 结束>>辅导招



生>>【海南省】6月25日至7月10日【海南省】 结束>>辅导招

生>>【宁 夏】7月5日至7月16日【宁 夏】 结束>>辅导招生>>

【安徽省】7月3日至7月7日【安徽省】 结束>>辅导招生>>蚌

埠市【蚌埠市】 结束>>辅导招生>>铜陵市【铜陵市】 结

束>>辅导招生>>黄山市【黄山市】 结束>>辅导招生>>合肥

市6月28日至7月5日【合肥市】 结束>>辅导招生>>【陕西省

】6月30日前【陕西省】 结束>>辅导招生>>西安市6月19日

至6月30日【西安市】 结束>>辅导招生>>【山西省】6月19日

至6月30日【山西省】 结束>>辅导招生>>【上 海】 6月5日

至6月14日上午9点30至11点30下午1点30至4点 【上 海】 结

束>> 辅导招生>>补报名时间：6月23日至24日 【上 海】 结

束>>辅导招生>>【重 庆】5月29日至6月9日（节假日不休）

【重 庆】 结束>>辅导招生>>【黑龙江】 6月12日至6月23日

【黑龙江】 结束>>辅导招生>>【辽宁省】6月1日至6月20日

【辽宁省】 结束>>辅导招生>>大连市6月12日至6月20日【大

连市】 结束>>辅导招生>>【福建省】5月24日至5月28日 【福

建省】 结束>>辅导招生>>福州市市直：5月29日至6月9日上

午8点30至11点30下午15点至17点(不含双休日)【福州市】 结

束>>辅导招生>>鼓楼区6月15日前【鼓楼区】 结束>>辅导招

生>>厦门市5月29至5月31日（上午 8点30至11点30 ，下午3点

至5点）【厦门市】 结束>>辅导招生>>泉州市5月25日至5

月31日（周六不休）【泉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南平市5

月24日至5月29日(不含双休日)【南平市】 结束>>辅导招

生>>漳州市5月24日至5月28日【漳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

宁德市5月29日至6月2日【宁德市】 结束>>辅导招生>>【河

南省】5月25日至6月15日【河南省】 结束>>辅导招生>>郑州



市【郑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金水区5月30日至6月15日【

金水区】 结束>> 辅导招生>>上街区5月25日至6月14日 【上

街区】 结束>> 辅导招生>>新乡市6月5日至6月15日【新乡市

】 结束>>辅导招生>>焦作市5月25日至6月15日(不含双休日)

【焦作市】 结束>>辅导招生>>南阳市【南阳市】 结束>>辅

导招生>>鹤壁市【鹤壁市】 结束>>辅导招生>>【甘肃省】5

月25日至6月5日【甘肃省】 结束>>辅导招生>>【江西省】5

月29日至6月1日【江西省】 结束>>辅导招生>>驻赣中央单位

会计人员报名时间：7月31日点击查看详情>>辅导招生>>新

余市5月29日至6月1日【新余市】 结束>>辅导招生>>南昌

市2006年5月29至5月31日【南昌市】 结束>>辅导招生>>吉安

市6月1日【吉安市】 结束>>辅导招生>>九江市5月29日前【

九江市】 结束>>辅导招生>>【江苏省】 6月10日至6月20日 

【江苏省】 结束>>辅导招生>>宿迁市【宿迁市】 结束>>辅

导招生>>镇江市【镇江市】 结束>>辅导招生>>盐城市6月12

日至6月22日 【盐城市】 结束>>辅导招生>>无锡市6月10日

至6月20日 【无锡市】 结束>>辅导招生>>江阴市【江阴市】 

结束>>辅导招生>>南通市6月12日至6月22日 【南通市】 结

束>>辅导招生>>海安县【海安县】 结束>>辅导招生>>苏州

市6月15日至20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3点至16点（双休日照

常办理）【苏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常州市6月12日至6

月20日止【常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常熟市6月14日至6

月20日【常熟市】 结束>>辅导招生>>张家港6月15日至6月20

日【张家港】 结束>>辅导招生>>扬州市6月12日至6月22日【

扬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兴化市6月13日至6月20日【兴化

市】 结束>>辅导招生>>昆山市6月15日至20日上午9点至11点



半,下午13点至16点(双休日不休息)【昆山市】 结束>>辅导招

生>>南京市6月10日至20日上午8点30至11点30,下午1点至5点(

双休日不休息)【南京市】 结束>>辅导招生>>【湖北省】6

月15日至6月25日【湖北省】 结束>>辅导招生>>宜昌市【宜

昌市】 结束>>辅导招生>>武汉市6月19日至6月30日【武汉市

】 结束>>辅导招生>>【湖南省】6月6日至6月15日（六、日

不休） 【湖南省】 结束>>辅导招生>>长沙市【长沙市】 结

束>>辅导招生>>常德市【常德市】 结束>>辅导招生>>【四

川省】 6月15日至6月30日 【四川省】 结束>>辅导招生>>成

都市【成都市】 结束>>辅导招生>>大邑县6月14日至6月25日

【大邑县】 结束>>辅导招生>>绵阳市6月15日至6月30日 【绵

阳市】 结束>>辅导招生>>眉山市【眉山市】 结束>>辅导招

生>>德阳市【德阳市】 结束>>辅导招生>>【广东省】全省

报名：截止至2006年6月16日省直报名：2006年6月5日至16日

【广东省】 结束>>辅导招生>>江门市6月12日至2006年6月16

日【江门市】 结束>>辅导招生>>深圳市6月14日至28日(周六

、日除外)【深圳市】 结束>>辅导招生>>截止至6月30日(星

期五)【深圳市】 结束>>辅导招生>>东莞市6月6日至20日(周

六、日除外)【东莞市】 结束>>辅导招生>>潮州市6月5日16

日(节假日除外)【潮州市】 结束>>辅导招生>>梅州市【梅州

市】 结束>>辅导招生>>茂名市6月14日至16日【茂名市】 结

束>>辅导招生>>佛山市【佛山市】 结束>>辅导招生>>开平

市6月15日前【开平市】 结束>>辅导招生>>汕头市6月5日至6

月16日【汕头市】 结束>>辅导招生>>肇庆市6月7日至6月16

日【肇庆市】 结束>>辅导招生>>珠海市6月7日至16日(周六

、日除外)【珠海市】 结束>>辅导招生>>【广 西】 6月12日



至22日（周六、日除外）【广 西】 结束>>辅导招生>>北海

市【北 海】 结束>>辅导招生>>南宁市【南宁市】 结束>>辅

导招生>>【新 疆】6月30日前【新 疆】 结束>>辅导招生>>乌

鲁木齐6月22日开始(节假日除外)【乌鲁木齐】结束>>辅导招

生>>新疆兵团6月19日至6月30日【新疆兵团】结束>>辅导招

生>>克拉玛依6月12日至6月30日【克拉玛依】结束>>辅导招

生>>乌苏市6月12日至6月28日【乌苏市】 结束>>辅导招生>>

塔 城【塔 城】 结束>>辅导招生>>【内蒙古】内蒙古6月10日

至6月25日【内蒙古】 结束>>辅导招生>>乌海市【乌海市】 

结束>>辅导招生>>包头市【包头市】 结束>>辅导招生>>呼 

市6月14日至6月23日【呼 市】 结束>>辅导招生>>附件：1、

会计网校06年高级会计师考试网上辅导火爆热招中 附件：2、

2006年全国高级会计师《会计实务》科目考试大纲附件：3、

近三年来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的命题特点分析 附件：4

、关于高级会师考试试点范围、考试要求及成绩管理的说明

附件：5、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扩大试点工作的

通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