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度全国注册会计师报名信息汇总（更新中⋯）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7/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BA_A6_c45_227848.htm 报名详情◇ 2007年度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 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

民2007年CPA报名简章◇ 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英语测试报名简章◇ 中注协有关负责人就2007年注册会计师

考试工作答记者问◇ 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

试大纲》正式发布◇ 200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统

一考试（欧洲考区）报名简章【北 京】【贵 州】 时间：5月5

至30日（网上报名）详情：网报：登陆www.bicpaks.com.cn；

现场确认：5月22至31日；地点：首都体育学院游泳馆。→[

查看>>]提示：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可申

请免试一门专长科目。查看详细>>时间：5月8至31日（周六

、日不休）。详情：按属地原则，在市（州、地）财政局其

指定地点报名。 →[查看>>] [贵阳]→5月10至31日在市会计大

厦报名。查看>>[六盘水]5月10至31日市财政局报名。查看>>

【湖 北】【江 西】 时间：5月10日至25日详情：各市（州）

报名点与去年相同→[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荆门]

→5月10日至20日报名。查看>>[利川]→5月10日至20日到市会

计局报名。查看>>[黄石]→5月8至20日市行政服务中心财政

窗口报名。查看>>时间：5月10至31日详情：报名按属地原则

。→[查看>>][南昌]→5月10日至28日报名。查看>>[新余]→5

月23日至30日报名。查看>>[抚州]→5月10日至20日报名。查

看>>[吉安]→5月16至31日止（双休日除外）按属地原则报名

。查看>>【四 川】 时间：5月10至25日详情：成都市区设有



三个报名点；其它市、州的考生，按属地原则，在当地考办

（财政局）确定的地点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

息： [绵阳]时间：5月11至月25日 地点：绵阳城区均在市财政

局报名，其余考生应到所在区市县（财政局）注册会计师考

试管理机构报名。查看>>【湖 南】 时间：暂定于5月10至31

日详情：湖南注协消息→[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长

沙]5月11至31日（周六、日休息）长沙市及省属和中央在长

单位人员报名不再分设报名点，全部集中在长沙市城南西路1

号省财政厅政务大楼2楼。查看>>[湘潭]5月11至31日（周六

、日休息）在湘潭市大湖路69号市财政局三楼307房间报名。

查看>>[株洲]5月12至31日（周六、日照常报名）在株洲市财

政局新办公楼一楼大厅 （天元区黄河南路469号；黄河南路与

泰山路交叉处）报名。查看>>[常德]5月11至31日（周六、日

休息）在常德市政务中心五楼报名。查看>>【广 西】 时间

：5月21日至31日详情：全区按行政区划分设15个报名点（

即14个市财政局及自治区注协）。→[查看>>]各地市具体报

名信息：[暂无信息]【安 徽】 时间：5月10日至31日详情：新

报名考生需要本人前往各报名点参加报名。→[查看>>]各地

市具体报名信息：各市报名时间及地点>> [合肥]5月22至31日

（双休日休息）在政务文化新区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财政局

窗口（东流路100号）。查看>>[黄山]5月21至31日（双休日

不休）在市政府大楼9楼904室报名，区县不设报名点。查

看>>[蚌埠]5月22日至30日（双休日不休息）在中荣街146号

天源大厦三楼（珠园西侧）查看>>[马鞍山]5月14至25日大北

庄89栋-2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双休日不休）报名。 5月28日

至31日到市财政局注册办（909）报名。查看>>【甘 肃】 时



间：5月10日至25日详情：兰州市报名地点在省财政厅九楼（

兰州市东岗西路696号），其他地区在当地的市（州）财政局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息]【福 建】 时间

：5月10至20日（含双休日，不再补报名）详情：省直报名点

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福州市冶山路43号）；各地市报名

时间、地点见各设区市财政局通告→[查看>>] 福建省2007年

度应届毕业生报考注册会计师有关事项的通知→[查看>>][福

州]市直报名时间：5月10至18日（含双休日） 报名地点：福

州市及所属各县（市）区的报考人员到福州市财会干部学校

（工业路414号）一楼报名。查看>>[龙岩]5月9至15日（含双

休日），补报名时间：5月23至25日。报名地点：龙岩市财政

局会管科（财苑大夏五层）。 查看>> [泉州]5月10至17日（

含双休日），5月28至30日泉州市财政局四楼报名；查看>>[

厦门]发售报名资料及报名时间：2007年5月21、22、25、26

、27、28日（8：00-12：00；14：30-17：00）查看>>[南平]全

市统一报名时间为2007年5月10日至17日（不含双休日）、5

月23日至25日，逾期不再办理报名工作。查看>>[漳州]5月10

至17日（含双休日），补报名时间：5月22至25日。查看>>[

宁德]5月10至16日及5月22至25日（含双休日）全市报考人员

均到宁德市财政局会计科（宁德市署前路16号）报名，联系

电话：2822726。查看>>[莆田]5月10至23日（不含双休日）在

市政府7号楼三层财政窗口报名。查看>>[三明]5月10至17日

（双休日正常报名）；报考人员按属地原则，三明市区的报

考人员在三明市财政局会计科（列东红岩新村15幢一楼）报

名，各县（市）的报考人员在各县（市）财政局报名。查

看>>【上 海】【内蒙古】 时间：5月2日至20日详情：报名地



点长宁区定西路1118号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定西路服务部

。 →[查看>>]港澳台及境外考生：报名时间：5月10至19日 

查看>>时间：5月10日至31日详情：报名时新考生须提交学历

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老考生提交IC卡及身份证。

→[查看>>][包头]→5月10至31日市注会协会报名。查看>>各

盟市考委会办公室报名地点、电话：查看>【重 庆】 时间：5

月10至31日（周六、日不休）详情：网报：登陆重庆市注册

会计师协会网http://bm.cqicpa.org.cn→[查看>>]各地市具体报

名信息：[暂无信息]【河 南】 时间：5月10至30日详情：原则

上考生应在户口所在地报名。省直报名点：省注册会计师协

会。→[查看>>]河南省各考区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时间

及地点：查看>>[鹤壁]5月10至31日（周六、日休）原则上考

生应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市报名地点：鹤壁市行政服务中心

财政局窗口。查看>>[濮阳]5月10至31日在濮阳市财政局901

室报名。查看>>【广 东】 详情：广东省2007年注册会计师考

试各地市报名时间及地点→[查看>>][港澳台及境外考生广州

考区]→查看>>[广州]5月10至18日登陆www.gzicpa.org.cn报名

。查看>>[深圳]5月10至28日登陆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报名。查看>>[东莞]5月14至25日（双休日除外）报名。具体

报名点查看>>[珠海]5月15至24日在香洲兴华路150号4楼（即

市财政局对面楼）报名。查看>>[江门]5月15至28日到所属市

、区财政局会计科（股）报名。查看>>[惠州]5月14至27日到

市注会协会惠州市南新路16号，市财政局1楼报名。查看>>[

韶关]5月14至27日到韶关市惠民北路51号（市财政局2楼）报

名。查看>>[佛山]5月14至25日报名；详细报名地点：查

看>>[梅州]5月12至23日按属地原则报名；市本级、梅县、梅



江区、中央、省驻梅单位在梅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名。查

看>>[河源]5月10至5月30日报名[汕尾]5月10至5月21日报名（

周六、日不休）在华信大厦二楼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名。查

看>>[汕头]5月10至5月31日报名[阳江]5月10至5月31日报名[湛

江]5月15至5月28日报名[中山]5月14至5月25日报名【云 南】 

时间：报名时间为5月14日至5月25日，逾期不再受理。详情

：省直、市直具体报名地点参看报名简章：→[查看>>]各地

市具体报名信息：[玉溪]5月14至25日在玉溪市政府便民服务

中心财政窗口及各县财政局会计管理机构报名。查看>>【山 

西】 时间：报名时间：5月10日至5月24日。详情：地点：太

原市考生到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名（太原市文源巷35号，山

西化工行业办院内，四层），各市考生到各市财政局报名。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息]【陕 西】 时间

：报名时间：5月10日至5月31日。详情：省级考区报名地点

设在西安市五星街56号；各市考区报名点设在各市财政局；

杨凌示范区考生可自愿选择报名地点。→[查看>>]各地市具

体报名信息：[西安]5月10至31日报名；西安考区报名点设在

太白北路320号西安市会计服务大厅，闫良、长安、临潼区及

各县考生可就近到本区县财政局报名。查看>>[渭南]市级考

区报名点设在渭南市财政局；各县市考区报名点设在各县市

财政局。查看>>[咸阳]5月10至31日（休息日正常休息）在渭

阳西路1号市财政局办公楼六层报名。查看>>【辽 宁】 时间

：沈阳地区网上预报名：5月5至25日。 现场确认时间：5月10

至31日。 省内其他地区报名：5月10至31日（周六、周日休息

）。详情：各市报名点地址及联系电话：查看>>各地市具体

报名信息：[大连]5月10至30日到大连市财政局一楼东大厅（



胜利桥南）报名。查看>>[鞍山]5月10至31日到鞍山市会计人

员服务中心（烈士山小学南墙外）报名。查看>>【天 津】 时

间：2007年5月1日至5月20日详情：登陆天津市注册会计师网

进行网上报名。 注：首次报考人员5月14至23日到天津市注册

会计师协会进行资格审核，考生当场采集照片、当场缴费。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息]【海 南】 时间

：2007年5月10日至5月31日（星期六照常上班，星期日休息）

详情：海南省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公室报名点，地址

：海口市解放西路海城大厦501房 电话：66219515；更多报名

地址：→[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息]【浙 江

】 时间：5月10日至5月31日详情：由各市财政部门确定具体

的报名起止时间，考生按所在地规定的时间到当地财政局指

定地点报名。→[查看>>]浙江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各地

市报名点→[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杭州]5月14至28

日报名（双休日除外）；杭州市区报名点设在庆春路155号中

财发展大厦一楼大厅。电话：0571-87044124。查看>>[萧山]5

月14至28日报名（双休日除外）；萧山区会计服务中心（育

才路488号，萧山区财政办事服务中心内），联系电话

：82729011。查看>>[余杭]5月14至28日报名（双休日除外）

；余杭区报名点设在余杭区财政局一楼财政服务大厅；电话

：0571-86223553、89183020。查看>>[温州]5月14至25日报名

；市区报名点在九山北路兽医桥财税大楼，各县（市）报名

点设在各县（市）财政局会计管理科。查看>>[衢州]5月14

至25日报名；各县、市考生到当地财政局报名。市本级、柯

城区、衢江区报名点设在市区水亭街38号市财政局一楼办事

大厅。查看>>[宁波]市本级报名点为：5月11至16日（双休日



不休息）；各县（市）、区报名点报名时间在上述期限内自

定。查看>>余姚市→5月11至16日（双休日休息）市财政

局209室报名。查看>>[舟山]5月14至25日市属、定海区属和

普陀区属统一到定海人民南路65号A楼513办公室报名；岱山

县、嵊泗县所属考生分别到所在地财政局会计管理科报名。

查看>>[慈溪]5月11至16日（周六、日不休）到峙山路108号

慈溪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报名。查看>>[江山]5月14至25日（

双休日除外）在江山浩然会计师事务所报名。查看>>[乐清]5

月15至17日、22至25日在财政局会计管理科（财政局2号楼403

室）报名。查看>>[台州]月21日至5月25日（运用IC卡报名，

老考生请带原IC卡）。 各县（市、区）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具体报名地址：点击这里查看>>[金华]5月14至21日（双休日

照常）。市本级（包括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考生到金

华市八一北街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八楼（银泰百货旁）金

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报名。各县（市）报名地点：点击这里

查看>>【江 苏】 时间：全省统一报名时间，报名起止时间

：2007年5月11日至5月20日。详情：江苏省2007年度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镇江]报名时间：5月11至20日（双休日不休）；具体报名地

点：查看>>[泰州]5月11至23日到泰州方圆利明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报名。查看>>[常州]5月11至20日（双休日不休）到常州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名。查看>>[徐州]5月11至20日（双休日

不休）到彭城路1号市级机关北大院内报名。查看>>[南通]5

月11至20日（双休日不休）到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名。查

看>>[宿迁]5月11至20日（双休日不休）报名人员就近到各县

（区）财政局会计科报名；市直单位到宿城区或宿豫区财政



局会计科报名。查看>>[苏州]5月11至20日（双休日不休）市

区考生在苏州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各县级市的考生在当地

财政局报名。查看>>[盐城]5月11至20日报名，全市设三个报

名点，请考生选择就近报名。查看>>[扬州]市区（含广陵、

维扬、邗江）考生在市区报名点报名；江都、高邮、宝应、

仪征考生在各县、市财政局会计科报名。查看>>[淮安]5月11

至20日在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淮安分校（西安路153号）报名。

查看>>[南京]5月11至20日（周六、周日不休息）报名。查

看>>【山 东】 时间：5月10日至31日详情：凡有志于参加注

册会计师考试的人员请到各市地考区设立的报名点报名。各

市地考区设立的具体报名地点请考生注意当地的报名通知。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威海]5月10至31日到威海市财

政局810室报名，联系电话：5235610。查看>>[滨州]5月10

至31日县区老考生到所在地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报名，市

直考生及新考生到行政审批中心三楼西厅报名。查看>>[烟

台]5月16日至6月5日在芝罘区安乐胡同28号，财会干校南楼一

楼。（节假日不休）。查看>>[青岛]青岛市财政局报名点报

名时间为5月12至31日， 其他报名点报名时间为5月12至25日

。查看>>[青岛]青岛市财政局报名点报名时间为5月12至31日

， 其他报名点报名时间为5月12至25日。查看>>【河 北】 时

间：2007年5月10日至31日（周一至周六）详情：按照属地原

则，到当地指定的报名点办理报名，其中石家庄辖区的考生

到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三楼307室（新华区康乐街35号）办

理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河北省2007年各

考区考试报名时间、地点及负责人：查看>>[秦皇岛]5月11

至17日，5月21至30日（周六、日不休）上午8：30-11：20，



下午1：40-4：30在市财政教育培训中心（和平大街市财政局

东侧）报名。查看>>【新 疆】 时间：2007年5月12日至5月26

日，节假日不休息。→[查看>>]详情：报名地点：乌鲁木齐

地区考生在新疆财金图书经营有限公司报名，地址：乌市解

放北路36号（大十字国美电器商场一楼联想电脑专卖店）电

话：09912816396→[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新疆各地

、州、市20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地点。查看>>【吉 林】 

时间：报名时间：2007年5月12日至23日8：30-17：00（周六

、周日不休息）详情：全省设立10个报名点。具体报名地址

：点击这里查看>> 【宁 夏】 时间：报名日期：2007年5月10

日至25日（节假日不休息）。详情：报考人员可就近选择报

名点报名。具体报名地点→[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暂无信息]【黑龙江】 时间：2007年5月10日至5月24日（周六

、周日不休息）。详情：报名地点：1.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

街12号（金融大厦旁边，农行二楼）；2.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

十二道街52号（市注协）。→[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暂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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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