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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2/2021_2022_07_E5_B9_B4

_E7_BB_8F_E6_B5_c49_232210.htm 报名详情【北 京】 时间：

非首次报考人员：5月14日至6月8日； 首次报考人员：5月14

日至5月26日 ；资格审核：5月22日至5月26日。详情：网报：

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网www.bjpta.gov.cn→[查看>>]提示：首

次报考人员通过资格审核后，于6月8日之前登录北京市人事

考试网，在网上缴纳报考费用，确认缴纳成功后，方完成全

部报名手续。【广 东】 时间：全省网上报名时间：4月16日

上午9时起，5月12日下午17时止。 报名确认”的截止时间

：2007年5月12日详情：登陆广东专业资格考试

网http://www.gdkszx.com.cn网上报名。 确认地点：解放军体

育进修学院（军体院）羽毛球馆（由广州火车东站西行至中

泰国际广场，入军体院东门转右）。 →[查看>>][广州]网报

：4月18至5月21日 登陆中国广州人事

网http://www.gzpi.gov.cn/gzexam或广州考试信息

网http://www.gzexam.com.cn完成报名手续。?查看>> [珠海]网

报：4月18至5月11日 登录珠海市人事考试中心信息

网http://zh.gdkszx.com.cn进行报名。查看>> [清远]确认时间

：5月10至12日 确认地点：清远市人事局考试中心。查看>>[

揭阳]确认时间：5月8至12日 确认地点：市区临江北路水产大

厦三楼。查看>>[佛山]确认时间：5月9至12日 确认地点：各

区在各区人事局；市直单位在市人事考试中心。查看>>[潮

州]确认时间：5月9至12日 确认地点：市直在市人才服务中心

；各县、区报名确认时间由各县、 人事局确定。查看>>[东



莞]确认时间：5月8至14日 确认地点：新城市中心区石竹路2

号东莞市南城职业中学东门内（即后门）。联系电话

：22203889。查看>> [韶关]确认时间：4月23日起 确认地点：

查看各报名点地址及联系电话。查看>> [惠州]确认时间：5

月8至12日 确认地点：惠州市江北行政中心四号楼-1楼，市人

事考试中心。查看>>[梅州]确认时间：市直5月8至10日 确认

地点：市直考生（含省属驻梅单位）到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科。查看>>[深圳]确认时间：4月26日至5月18日 确认

地点：市考试指导中心报名大厅。查看>>[汕头]网报时间:4

月16日至5月12确认时间:5月8日至11日查看>> [湛江]网报时间

：截止至5月11日17时止 报名网址：登陆湛江人事考试培训

网www.zjrskspx.net。查看>>【福 建】 时间：全省集中报名时

间定于5月21日至25日。 省直报名点以后每周四上午半天继续

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9日。详情：省直单位报名点设在

省人事考试中心（福州市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十三层）

。 各地报名时间和地点由各地自行确定。→[查看>>]各地市

具体报名信息：[福州]5月21至25日集中组织报名，市直报名

点此后每周三上午照常报名，6月24日、7月15日补报两天，

截止到7月18日上午。查看>>[漳州]5月29至31日集中组织报

名。查看>>[宁德]市直单位集中报名时间5月21至25日，以后

每周五上午半天继续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3日。报名地点设

在市人事考试中心。各县（市、区）报名时间、地点由当地

人事部门确定。查看>>[南平]报名地点:南平市考试中心(南平

市军分分区天桥下人才市场2楼) 联系电话:8830672【江 西】 

时间：网上报名：4月25日9：0030日17：00 资格审查：5月8

日11日 网上缴费：5月8日9：0012日17：00 准考证打印：10



月28日9：0011月2日17：00 详情：网上报名：登陆江西人事

考试网www.jxpta.com 确认：省直、中直单位的报考人员持《

报名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到省人事考试中心办理资格审

查和考试确认手续→[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

息]【天 津】 时间：网上报名：5月10日至5月16日详情：网上

报名：登陆天津人事考试网www.tjkpzx.com→[查看>>]各地市

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息]【吉 林】 时间：报名：5月9至25

日（省中直报名点周六、周日不报名）。详情：驻长省、中

直单位报名工作由省职考办负责，报考单位或个人统一到富

锦路邮局大厅报名。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长

春]市直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统一到长春市人事教育考试中心

；各县（市）双阳区的考生到当地人事部门指定地点报名。

查看>>[梅河口]5月14至23日梅河口市人才市场（银河大

街2061号，梅河口市人事局一楼大厅，市宾馆对面）报名。

查看>>【陕 西】 时间：报名：4月23日至5月21日详情：报名

地点：省人事考试中心（西安市西五路83号）。其它市、区

的考生到所在地人事考试机构办理报名手续。→[查看>>]各

地市具体报名信息：[西安]4月16日至9月20日报名。具体报名

地点：查看>>【山 东】 时间：网上报名及确认时间：4月25

日至5月25日详情：省直部门及中央驻济单位的报考人员登陆

山东省人事考试信息网：www.rsks.sdrs.gov.cn进行网上报名。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济南]报名截止到5月25日

；报名地点：济南市人事局考试中心（六里山南路2-1号

）106室。查看>>[滨州]按照属地原则，各县（区）的到县（

区）人事局报名。具体报送材料时间查看>>[烟台]5月21至25

日到市人事考试中心考务科办理报名手续。查看>>[龙口]5



月21至25日到龙口市人才交流中心（市博物馆西100米，原行

政服务中心四楼）。查看>>[淄博]报名截止到5月25日；各单

位报考人员由所在单位统一组织，按属地原则，各区县符合

报名条件的人员到各区县人事局报名。查看>>[泰安]5月8日

至5月11日在泰安市人事考试中心报名。查看>>[日照]报名截

止到5月25日；到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人事科报名，由主管部

门汇总后，集中到同级人事部门办理报名手续。查看>>[青

岛]各主管部门于5月15至17日到青岛市人事局考试中心领取

报名资料。 个人于5月至7日到各主管部门报名，报名地点由

各主管部门确定。 市直各单位于6月12日，驻青主管部门于6

月13日将报名材料报市人事局考试中心。查看>>[枣庄]报名

工作先由各区（市）、市直各部门和中央、省驻枣单位组织

本区（市）、本系统的报名，报名结束后于5月23至24日携带

报名材料和有关证件到市人事考试中心报名。查看>>[东营]

报名统一截止时间为2007年5月28日。查看>>[威海]报名截止

到5月25日； 由所在单位统一汇总后按属地原则到当地人事部

门办理报名手续。查看>>【江 苏】 时间：具体时间安排由各

市人事局根据实际情况自定。在宁的部、省属单位具体报名

时间：5月8日至5月底（双休日不休息）详情：原则上要求各

地采取网上报名。在宁的部、省属单位在省级机关管理干部

学院（湖北路42号）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扬州]5月15至17日在江都市人才市场一楼大厅报名。电话

：6860210，6906190，6964048。查看>>[常熟]5月8至14日（双

休日除外）。报名地点：常熟市职称事务所（海虞北路32号

人才市场三楼）。查看>>[南京]江宁区：5月10至14日中午在

江宁区人才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教育培训处报名。查看>>[盐



城]市直报名时间为5月16至17日，地点：市人事局东南办公

楼一楼大厅。查看>>[无锡]报名时间为5月12日至27日。查

看>>[张家港]5月8至14日（双休日除外）。报名地点：张家

港市人才考试培训中心（人才市场三楼）；驻港部、省直属

单位的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当地报名。查看>>【湖 北】 

时间：2007年5月8日至5月16日（双休日照常受理报名）详情

：省直及有关单位的考生到省人事考试院考评一处办理资格

审查及报名手续。中央直属单位在鄂的报考人员，按属地原

则报名参加考试。→[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宜昌]5

月8至16日报名。查看>>[襄樊]5月8日至18日报名。查看>>[

十堰]4月30日至5月22日报名。查看>>[钟祥]5月8日至24日报

名。查看>>[荆门]5月10日至24日报名。（双休日不受理报名

）查看>>【山 西】 时间：省直考区网上报名时间：4月25日

至5月25日 现场交表交费时间：5月28日至6月1日详情：省直

考区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现场交费的方式。报考人员须登

陆www.sxpta.com→[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太原]网

上报名：5月8日至17日登陆太原市人事考试

网www.typta.com.cn 现场报名：5月8日至18日在市政府主楼9

层31号房间报名。查看>>【重 庆】 时间：2007年4月24日至5

月23日详情：区县报名点：各区县（自治县）人事局考试管

理部门均设报名点，考生按就近属地原则报名。 直属报名点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垫江]5月14至22日在人

事局教育培训科报名。电话：74688766。查看>>【湖 南】 时

间：补报时间：2007年6月6日至8日， 报名地点：为省人事考

试院（军凯宾馆前栋3楼）。查看>>全省集中报名截止时间

为2007年5月20日 省直和中央在长单位的报考人员报名时间5



月15至17日。 详情：各市州的具体报名时间和地点由市州人

事部门确定。 省直和中央在长单位的报考人员到省人事考试

院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长沙]5月15至17

日在长沙市考试指导中心报名；各区、县（市）的具体报名

时间和地点，由当地人事部门确定。查看>>[岳阳]5月17至18

日在岳阳市人才市场（市体育馆北侧）报名。查看>>[常德]6

月4日至6日在市政府政务中心五楼市人事局窗口。查看>>[益

阳]5月12日开始先在益阳人事人才网进入报名数据录入和报

名表打印。查看>>[株洲]5月15至17日报名；市直及中央和省

在株单位到市人事局报名。查看>>[怀化]报名截止时间

为2007年5月19日。各县（市、区）具体报名时间和地点由各

县（市、区）人事局确定。查看>>[湘潭]考试5月21-22日在湘

潭市人事局办公楼七楼报名查看>>[张家界][桑植县]→5月17

至26日在县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报名。查看>>【四 川

】 时间：我省报名时间统一定于2007年4月25日至5月25日。

详情：报名按属地原则进行。 省直和中央在长单位的报考人

员到省人事考试院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成都]原则上到各主管单位的人事部门报名。单位未组织报名

的考生可直接到考试中心或考试中心东区报名。区（市）县

的考生按属地原则到所在区（市）县人事（人事劳动）局报

名。查看>>[泸州]5月15至25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到县、区

职改办或泸州人事考试中心报名。查看>>[宜宾]报名时间统

一定于2007年4月30日至5月25日。查看>>[雅安]报名时间统一

定于5月8至25日；报名按属地原则进行。查看>>【贵 州】

2007年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黔人通[2007]52

号）→[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遵义]市直报名：4



月26至30日（周六、日不休）；报名地点：遵义市人事局（

九节滩市政府大楼）查看>>[贵阳]时间：5月8至14日； 地点

：贵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小河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

区、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查看>>[安顺]5月14日至5月17日（逾期不办理报名手续

，双休日正常休息）查看>>【云 南】 时间：5月8日至5月25

日（星期六、星期天休息）详情：报名地点：人民中路170号

云南人才市场3楼培训办公室。→[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

息：[昆明]报名时间：5月8至25日（周六、周日不办公）； 

报名地点：昆明市人才服务中心考试部（气象路60号二楼）

。查看>>[丽江]市直报名为5月20至30日，各县（区）报名时

间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截止时间为6月5日。查看>>[玉

溪]报名时间5月8至25日，各县区于6月1日前将报名表及订书

单上报人事考试中心。查看>>【广 西】 时间：全区统一网上

报名时间：2007年4月28日至5月11日（全天24小时）详情：报

名网址：登陆广西区人事考试中心网站。 现场审核、缴费

：5月8至11日广西人事考试中心考务部。→[查看>>][柳州]现

场审核时间：5月8至11日 地点：柳州市人事考试中心一楼大

厅（广雅路23号）。查看>>[钦州]现场审核时间：5月8至11

日 地点：钦州市职改办（钦州市南珠大厦二楼）。灵山县、

浦北县现场资格审核、缴费时间及地点，按全市报名截止时

间由灵山县、浦北县人事局自定并公布。查看>>[北海]北海

市现场资格审核、缴费时间：5月14至15日 地点：北海市职改

办（市政府大院内）查看>>[崇左]现场审核时间：5月8至11

日 地点：崇左市人事局职称科。各县（市、区）在各县（市

、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进行。查看>>[贵港]现场审核



时间：5月8至13日 地点：贵港市人事局专业技术管理科。各

县市区由各县市区人事局考试部门自定并公布。查看>>[河

池]现场审核时间：5月10至15日 地点：河池市人事局职改办

（老地委大楼四楼）。查看>>[贺州]现场审核时间：5月8

至11日 地点：贺州市人事考试中心（贺州市平安西路、贺州

市人事局二楼）查看>>[玉林]现场审核时间：5月11至19日 地

点：市直单位的报考人员请到玉林市人事考试中心（玉林市

香莞路40号，玉林市人事局办公楼三楼）。查看>>【黑龙江

】 时间：网上报名时间：2007年5月12日至5月23日详情：报

名网址：登陆http://www.hljrstbb.gov.cn 现场确认：5月15至25

日 确认地点：省直考区在黑龙江省人事编制服务大厅，其他

考区网上报名确认地点由各考试管理机构确定→[查看>>]各

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哈尔滨]网上报名时间：5月12至23日 网

上确认：5月15至25日（节假日休息）。 现场确认地址：哈尔

滨市职称考试指导中心（道里区地段街10号二楼大厅）。查

看>>[牡丹江]5月12至23日网上报名；5月15至25日到市考试中

心（牡市景福街68号）进行现场确认、交费（每位考生收

费63元）。查看>>[鸡西市]报名时间：5月12至23日； 现场确

认：5月15日至25日（节假日休息）。查看>>[大庆市]报名时

间：5月8至20日； 现场确认：5月21至月24日。查看>>[伊春

市]报名时间：5月12至23日； 现场确认：5月15至25日（节假

日休息）。查看>>[齐齐哈尔]报名时间：2007年5月12至23日

。 现场确认时间：5月15至25日（节假日休息）。查看>> 【

上 海】 时间：补报名时间：截止至2007年5月23日上午10点 

查看>>网上报名时间：2007年5月9日10：00－5月19日16：00

详情：报名网址：登陆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网www.spta.gov.cn



现场确认时间：5月26至29日。 现场确认地点：→[查看>>]各

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息]【辽 宁】 时间：驻沈的中、

省直单位人员报名时间：5月30至6月15日（周六、日休息）

详情：地点：驻沈的中、省直单位人员到省人事考试中心报

名。各市报考人员，按属地化原则到所在市人事考试部门报

名，报名时间、地点由市人事考试部门确定。→[查看>>]各

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大连]5月14日至31日（周六、周日不办

公）报名。查看>>[沈阳]6月4至15日在沈阳市人事局考试中

心（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京街16号，沈阳人才大厦一楼）

报名。查看>>[朝阳]报名时间为：2007年6月1日至6月8日。

查看>>[盘锦]5月15至31日在市人事局一楼考试中心报名。查

看>>【甘 肃】 时间：2007年5月15日前个人向单位报名。详

情：报名时须填写（涂）“报名表”、“报名信息卡”各1份

，交本人近期1寸正面黑白免冠照片2张（报名表、信息卡背

面各1张），过期不再补报。→[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白银]2007年5月22日前个人向单位报名。查看>>【河 南】 

时间：2007年5月28日至6月11日全省统一报名。详情：中央和

省直驻郑副厅级单位代码为001065、066130、131237的单位依

次分别于6月13、14、15日到省人事考试中心办理报名手续。

过期不再办理。→[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

息]【宁 夏】 时间：全区网上报名时间为：5月15日上午9时起

至5月25日下午5时截止。 全区报名确认时间为：5月21日至25

日（周六、周日不进行确认工作）详情：登陆宁夏人事考试

中心网http://www.nxpta.gov.cn进入我区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

信息：[暂无信息]【新 疆】 时间：[暂无信息]详情：[暂无信



息]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兵团]网上报名：5月25至6月15日

；现场确认：6月11至6月15日 登陆兵团考试信息

网http://www.btpta.gov.cn报名。查看>>[克拉玛依]报名从下发

文件之日(5月8日）起开始。市人事局考试培训中心受理各单

位报名信息的时间为7月16日至20日。查看>>【浙 江】 时间

：网络报名时间统一定于5月29日至6月6日。详情：考生登录

浙江人事考试网www.zjks.com进行网上报名。 6月5日至7日，

到所在市县以上人事（人事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报名

确认点进行确认。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台州]

网报：5月29日至6月6日； 6月5日至7日到当地人事部门指定

的报名确认点进行确认；市直和省属在台有关单位的考生到

市人事培训考试中心进行确认。查看>>【河 北】 时间：报名

工作从2007年5月开始。详情：驻石家庄市的中省直单位的报

考人员由本单位人事处对报考资格及有关证件进行审查，加

盖公章后，6月11日至22日（周六、日不办公）持报考登记表

及身份证、毕业证、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审核人在复印件

上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到省人事考试中心职称考试处报名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承德]6月5-7日报名，逾

期不再办理。查看>>[衡水]报名及订书时间自5月28起至6月7

号结束，过期不予受理。查看>>[秦皇岛]5月21至6月1日，海

港区燕山大街市军转培训中心西三楼市职改办，联系电话

：3080714。查看>>[沧州]报名地点：市直和各中、省直驻沧

单位人员到各主管部门报名； 各县、市、区人员到各县市区

人事考试部门报名； 社会闲散科技人员到现居住地县、市、

区人事考试部门报名。查看>>【内蒙古】 时间：报名时间

：2007年5月25日至6月3日详情：区直考区以及只在区直设考



点的全部采取网上报名。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暂无信息]【海 南】 时间：报名时间：2007年5月14日至6月15

日详情：市、县考生按属地原则到本人所在地市、县人事劳

动保障局报名。 海府地区考生可直接到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职称考试处报名（地址：海口市白龙南路53号二楼，电话

：65375001）。→[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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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