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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7/2021_2022_07_E5_B9_B4

_E9_AB_98_E7_BA_c48_237875.htm 【北 京】 补报：7月5日

（9：00-11：00、14：00-16：00）在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

提示：补报名人员须于7月5日16时之前在网上提交报考信息

和完成资格审核，并于审核通过24小时之后至7月10日进行网

上缴费。→[查看>>]时间：1、非首次报考人员：6月6至21日

2、首次报考人员：6月6至13日详情：报名网址：北京市人事

考试网www.bjpta.gov.cn。 注：首次报考人员网报后于6月13

至16日到北京建工培训中心进行资格审核。6月21日之前，在

网上缴纳报考费用，确认报考费用缴纳成功后，方完成全部

报名手续。→[查看>>]【河 南】 时间：2007年6月1日至6月20

日详情：考试报名的组织工作按属地原则，由各地财政部门

负责。省直和中央驻郑单位（含无主管部门的单位）的报名

组织工作由省财政厅负责。→[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

：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省直]6月4至20日（双休除外）

纬四路13号河南省财政厅干部教育中心临街楼三楼。查看>>[

郑州]6月1至20日郑州市财政局会计处会计之家207房间。查

看>>[洛阳]6月1至20日市行政服务中心财政局窗口。查看>>[

新乡]6月4至15日新乡市财政局会计科；联系人：张延江

2021319。查看>>[漯河]6月1至20日各县区考生到辖区财政局

报名，市区及市直、省直和中央驻漯单位（含无主管部门单

位）考生到市财政局会计科报名。查看>>[焦作]6月1至20日

焦作市财政局会计科；电话：0391-3936792查看>>[鹤壁]6月1

至15日按属地原则，由各县区财政部门负责。市直和省直驻



鹤单位（含无主管部门的单位）由市财政局会计科负责。查

看>>[南阳]6月1至20日市直报名地点：市财政局会计科（张

衡东路396号市财政局大楼1411房间）查看>>【福 建】 补报

：月17日在福建省会计学会（福州市冶山路43号二楼206室）

，办理我补报名手续，时间只有一天（上午8：3011：00；下

午3：005：00），逾期不再办理补报。→[查看>>]时间：2007

年6月18日至6月22日详情：按属地原则在全省范围开展报名

工作→[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

点详情[福州]6月18至22日市直：市乌山支路34号市财政局一

楼会计管理服务窗口。市属八县（市）、马尾区报名时间和

地点由当地财政局自定。查看>>[泉州]6月18至22日泉州市财

政局会计科（丰泽街财政大楼六楼）查看>>[厦门]6月20至21

日厦门市人事考试测评中心（湖滨东路319号人才市场大院

内C座3楼）查看>>[宁德]6月18至22日宁德市财政局会计科（

地址：宁德市署前路16号，联系电话：2822726）查看>>【江 

西】 时间：报名时间：2007年6月4至6月7日详情：省直单位

及中央驻昌单位报名地点：金悦宾馆（系马桩326号）→[查

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新

余]6月4至7日市人事局称职科（竹山路市人才市场楼上）查

看>>[上饶]6月6至7日上饶市财政局一楼会计科（崭岭头16号

）查看>>[萍乡]6月4至7日萍乡市财会干部学校（金陵西

路272号）查看>>【河 北】 时间：报名时间：5月28日至6月8

日详情：报名地点：各市会计考办、省直各部门、驻石中直

单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

地点详情[秦皇岛]5月30至6月8日海港区和平大街21号市财政

局一楼查看>>[张家口]5月30至6月6日各县区财政局、市直各



部门、驻张中省直单位组织做好本县区、部门的报名工作。

查看>>【云 南】 时间：全省统一报名时间为2007年5月28日

至6月15日详情：昆明地区的报名地点设在云南财经大学会计

教育培训中心； 其他地区的报考人员（含中央驻当地单位）

请到当地州、市财政部门报名，县级不设报名点。 →[查

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曲

靖]5月29至6月15日曲靖市财政局会计科（209室）麒麟南

路253号。查看>>[玉溪]6月1至6月15日1、玉溪市政府便民服

务中心财政窗口查看>>2、各县财政局会计管理机构【安 徽

】 时间：全省统一报名时间截止于2007年6月25日详情：按属

地原则，到所在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报名。→[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

合肥]6月12至22日(六、日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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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166、129、18路公交车到政

务文化办公区站下。）查看>>[蚌埠]6月18至22日蚌埠市财政

局会计科（体育路58号财税大楼六楼）查看>>【重 庆】 时间

：报名时间：定于2007年5月31日至6月13日，逾期不予受理。

详情：报名地点：渝中区张家花园192号“重庆市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办公室”（联系电话63871624、63870917）或涪陵

区、万州区、黔江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 →[查

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暂无信息]【江 苏】 时间：全

省报名时间定于2007年6月10日至6月20日。逾期将不再受理。

详情：报考人员须报名表并由单位或本人档案管理部门签章

后，携带学历证书、会计师（或相关中级职称）证书、居民

身份证等原件与复印件和本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3张到各市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机构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



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南京]6月10至6月20日南京

会计用品服务公司（百子亭10号），电话：57714140。查

看>>[南通]6月10至6月20日市直（含三区）考生在南通市财

会干部培训中心报名；县（市）考生在所属县（市）财政局

报名。查看>>[宿迁]6月10至6月20日各县（区）财政局会计

科，驻宿的中央、省属单位及市直单位报考人员按就近原则

到县（区）财政局报名。查看>>[无锡]6月12至20日（双休日

照常）1、会计管理办公室（县前西街115号无锡市财会人员

继续教育中心一楼），电话：82728576查看>>2、江阴市财政

局会计科（市政大厦1129房间），电话：868611293、宜兴市

财政局会计科（宜城荆溪中桥五局大院内），电话

：87994941[徐州]6月11至6月20日市区（不含贾汪区）考生到

徐州市财政局会计处报名，各县（市）及贾汪区考生到所在

地财政局会计科报名。电话：83714143。查看>>[丰县]6月11

至6月20日县财政局8307室，咨询电话：89159015查看>>[盐

城]6月11至6月20日市直单位人员到市财政局会计处报名，各

县（市、区）单位人员到各县（市、区）财政局会计科报名

。查看>>[连云港]6月10至6月20日市直报名点设在市财政局

会计处（604室），联系人，沈军英，联系电话：5521543。查

看>>[淮安]6月11至6月20日市直考生在市财政局会计处报名

（含清河、清浦、开发区），县（区）考生在所属县（区）

财政局报名。查看>>[扬州]6月11到6月20日各县（市、区）

考生到所辖县（市、区）财政部门办理报名手续。市直有主

管部门（控股集团公司）的考生到主管部门（控股集团公司

）办理报名手续；市直无主管部门（控股集团公司）的考生

及驻扬单位的考生直接到市直报名点（汶河北路31号，电话



：7314781）办理报名手续。查看>>[苏州]6月15至20日（双休

日照常）市区考生（不包括吴中、相城区）在胥江路471号；

各市（县）、区考生在所在地财政局指定的地点报名。查

看>>[常州]6月11至6月20日1、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电

话6800339 查看>>2、武进区行政中心1号楼353室 电

话63106373、金坛市华城中路11号 电话23287224、溧阳市燕园

路18号 电话7229214[昆山]6月15至20日苏州市中华会计函授学

校昆山分校（西街15号）查看>>[常熟]6月15日至20日常熟市

金沙江路8号，市政府大院财政大楼二楼会计管理科。查

看>>【广 西】 时间：网上报名：6月11至16日； 验证、交费

的时间：6月18至22日，逾期不再办理。详情：全区全部实行

网上报名。网址登陆：http://gx.acc.gov.cn/网。→[查看>>]各

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北海]网报6月11至16日，验证、交费的

时间为6月1822日，逾期不再办理。查看>>【吉 林】 时间

：2007年6月18日至29日（省中直报名点周六、周日不报名）

。详情：1、省中直报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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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市州报名点：各市州报名工作由当地人事职考部门负责

，报名地点自行确定。 3、长白山管委会及省、中直驻其他

市、州单位按属地原则就近到当地人事职考部门指定的地点

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

地点详情[延边州]6月25日至26日延吉市金达莱广场西北延河

小学道西斜对过人才大厦1楼大厅。查看>>【四 川】 时间

：2007年6月18日至29日。详情：报名地点由各级考试管理机

构确定，并于报名开始前予以公告。省属各部门、驻蓉的中

央单位和外地驻蓉单位、部队、武警、外资企业在四川省会



计咨询培训部报名（地址：成都市太升北路28号华信大厦3楼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

点详情[成都]6月18至6月29日1、成都市财政局（本市金家坝

街5号会计管理服务窗口，咨询电话：86265511、86258266）

；查看>>2、成都市人事考试中心（本市中南大街56号4楼，

咨询电话：86150148、86150248、86083866）。各区（市）县

的报名点，由当地财政局、人事局共同确定。[绵阳]6月19至6

月29日绵阳城区（包括科创区、仙海区、经开区、农科区）

考生到市财政局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报名，其余考生均到

所在区市县财政局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报名。查看>>[资

阳]6月18至6月29日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财政局窗口。查看>>

【湖 南】 时间：2007年6月18日至6月27日，逾期不予受理（

节假日不休息）。详情：1、各市州财政部门会计资格考试管

理机构指定地点（县级不设报名点）。2、中央驻长及省直在

长单位统一到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民中路29号）三楼人

事、财政窗口报名，其他单位按属地原则在各市州报名。→[

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

长沙]6月18至27日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民中路402号，曙

光路口）三楼人事局窗口、财政局窗口（电话：4111365）。

查看>>[湘潭]6月18至27日到湘潭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科确认报名资格（湘潭市人事局二楼，电话：8524342）后；

到湘潭市财政局一楼会计科考试报名办证大厅（电话

：8276050）办理报名缴费。查看>>[常德]6月18至29日市财政

局会计科（办公楼三楼）（县级不设报名点）。查看>>[株

洲]6月18至27日株洲市财政局会计科517房办理报名缴费手续

。（县级不设报名点）。查看>>[益阳]6月18至27日益阳市财



政局会计科。查看>>【上 海】 时间：6月11至20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4：00。详情：1、上海市会计学会（

中山西路2230号1号楼1313室，电话：643865022、上海市总会

计师工作研究会（陆家浜路1054号3楼，电话：63788111

、63185500转1334分机）。→[查看>>]【广 东】 时间：全省

考试报名截至2007年7月6日。1、各地市报名时间：由各地市

会计考办在上述期限内确定具体时间；2、省直单位报名时间

：2007年6月25日至7月6日（工作时间）详情：1、各地市报名

：由各地市会计考办确定；2、省直单位报名：广州市越秀区

仓边路26号三楼会计服务大厅。→[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

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深圳]6月25至7月6日深圳

市财政局1214房（深圳市会计考办）咨询电话：83938960

，83938950。查看>>[韶关]6月25至7月6日韶关市财政局会计

科（市惠民北路51号），联系电话：8177013。查看>>【宁 夏

】 时间：2007年6月18日至27日，逾期不予受理。详情：报名

联系电话：自治区会考办 （0951）5069434；银川、石嘴山、

吴忠、固原、中卫报名电话→[查看>>]【天 津】 时间：6

月18至27日（六、日不休）上午8：30至11：30，下午13：30

至17：00详情：地点：会计之家（河西区广东路67号）办理

报名手续→[查看>>]【贵 州】 时间：6月10日至6月25日。逾

期将不在受理。详情：报考人员须填写报名申请表，并由所

在单位签章后，按属地管理原则，携带身份证、学历或学位

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元件及复印件

和近期1寸免冠照片3张向所在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

机构报名。→[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

报名地点详情[贵阳]6月10至25日贵州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贵



阳市分校（花溪大道北段198号会计大厦）电话

：0851-5961557。查看>>【新 疆】 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

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兵团]6月25至6月29日报名人员按属

地管理原则在各师职改办或考试管理机构报名，建工师、十

二师及兵直驻乌鲁木齐市的单位到兵团考试中心报名。查

看>>【辽 宁】 时间：6月18日至6月25日详情：所有申报人员

均须填写报名表。各市、县申报人员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

章，经市级财政、人事部门审核后，由市级财政部门汇总上

报到省财政厅会计处。中、省直单位申报人员经本单位人事

部门签章、主管部门审核后，由主管部门汇总上报到省财政

厅会计处。中介机构申报人员经省人才中心和省注册会计师

公会审核后，由省注册会计师公会汇总上报到省财政厅会计

处。民营企业按属地原则办理。→[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

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情[大连]6月18至25日大连市

财政局会计处（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619房间）。查看>>高新

园区：6月18至22日高新园区管委会505室，园区财政局。查

看>>[鞍山]6月18至6月25日鞍山市财政局205室。查看>>【甘 

肃】 时间：报名时间定于2007年6月11日6月20日详情：考生

本人填写《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表》一式两份

呈报单位留一份，上报省会计考办一份，经单位及主管部门

、人事（职改）部门审核盖章后，持以下材料及报名费、考

务费到指定地点报名。→[查看>>]【山 东】 时间：6月20日

至6月30日详情：各市报名工作由各市人事局、财政局组织，

报名资料由各市人事局、财政局审核同意后于7月7日前送省

财政厅会计处。中央驻济（南）单位和省直部门（单位）驻

济（南）报名人员由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在6月30日前统



一到省财政厅会计处报名（省财政厅办公大楼0214房间）。

→[查看>>] 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地市报名时间报名地点详

情[烟台]6月22至7月3日市直报考人员由主管部门或单位审核

同意后统一到市财政局会计科报名；各县市区报名工作由各

县市区人事局、财政局负责组织，报名资料由各县市区人事

局、财政局审核同意后于7月3日前报送市财政局会计科。查

看>>[潍坊]6月20至6月30日潍坊市财政局会计科410办公室，

联系电话：8198915。查看>>【黑龙江】 时间：6月18日至6

月28日详情：省财政厅4号楼418室（哈尔滨市南岗区民益

街80号），联系电话：0451-53637044、53625977。各市（地）

人事局、财政局负责本地区参考人员资格初审、汇总和统一

报名工作；省直各单位人事部门负责本部门参考人员资格初

审、汇总和统一报名工作。→[查看>>]【内蒙古】 时间

：2007年6月18日至6月30日进行。逾期不再受理。详情：各盟

市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的考试报名及报名资料的统

计上报工作。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自治区本级考试报名工作及

全区考试报名资料的统计汇总及上报工作。→[查看>>]【山 

西】 时间：2007年6月25日至7月13日详情：本人持学历证书

、身份证、会计师资格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原件和复

印件到省财政厅一楼大厅办理报名手续。→[查看>>]【陕 西

】 时间：2007年7月6日前，各市（区）会计考办完成本地区

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初审工作。详情：1、各市

（区）会计考办按照要求组织本地区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

名初审工作。2、省级和中央驻陕单位报考人员到省财政厅会

计服务大厅（西安市五星街56号）报名。非公有制企业、民

间非营利组织参加考试的会计人员，按照工商注册级次直接



到相应的市（区）会计考办报名。3、各市（区）及市级以下

单位参加考试的会计人员持报名资料到所属市（区）会计考

办进行资格初审。→[查看>>]各地市具体报名信息：[西安]

时间：6月25至7月6日详情：西安市会计服务大厅（太白北

路320号）电话：88479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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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