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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 温州市财政局 温州市行政审批中心二楼财政窗口 惠民路

（温州市职业中专旁） 88926202 88926213 鹿城区财政局 鹿城

区行政审批中心财政窗口 车站大道547号鹿城农村合作银行二

楼 88112442 88358261 瓯海区财政局 瓯海区行政审批中心一楼

财政窗口 兴海路50号瓯海区府内 88515792 龙湾区财政局 龙湾

区行政审批中心 龙湾区行政管理中心大楼东裙楼一楼

86968369 开发区财政局 开发区财政局预算科 龙湾区汤家桥南

路100号418室 88928863 永嘉县财政局 永嘉县财政局会计管理

科 永嘉县上塘镇环城北路 财税大楼北楼 67222828 67229905 乐

清市财政局 乐清市财政局会管科 乐成镇建设东路财政局二号

楼四楼 62522261 瑞安市财政局 瑞安市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瑞安

市万松东路财税大楼一楼大厅 65827579 平阳县财政局 平阳县

行政审批中心三楼财政窗口 平阳县104国道大转盘边 63735052

苍南县财政局 苍南县财政局 灵溪镇江滨路218号财税大楼

64703953 文成县财政局 文成县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文成县大镇

伯温路（财税大楼）613室 67833141 泰顺县财政局 泰顺县财

政局会计管理科 泰顺县罗阳镇公园路48号 67593206 洞头县财

政局 洞头县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洞头县北岙镇新城区腾飞路79 

号 63387927 嘉兴 嘉兴市财政局 嘉兴市财税干校 嘉兴市禾兴



南路880号 82082204 82031243 82031504 12366 海盐县财政局 海

盐县总工会职工业余学校 海盐县武原镇梅园路87号 86023796

86122536 桐乡市财政局 桐乡市财政局1103室 桐乡市梧桐街道

茅盾西路2号 88024059 海宁市财政局 海宁市会计学会 海宁市

水月亭西路336号财税大楼104室 87292039 嘉善县财政局 嘉善

县总工会职工学校 魏塘镇解放西路22号 84124838 平湖市财政

局 平湖市育人培训学校 平湖市当湖街道东城脚23号4楼

85013016 85030895 湖州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会计人员服务中

心 湖州市湖滨大厦8号楼8楼 2150069 2150083 2051519 德清县

财政局 德清县财政局会管科 德清县财政局8楼(武康镇舞阳

街228号) 8280269 8443699 8421070 新市农业银行三楼 8280269

8443699 8421070 乾园农业银行二楼 8280269 8443699 8421070 安

吉县财政局 安吉县财政局会管科 安吉县财政局209办公室(递

铺镇胜利东路308号) 5032723 5026009 长兴县财政局 长兴县财

政局会管科 长兴县财政局会计科(稚城镇县前街229号)

6040425 6031562 长兴县行政服务中心 6040425 6031562 长兴县

直属地税分局办税大厅 6040425 6031562 长兴县煤山地税分局

办税大厅 6040425 6031562 长兴县泗安地税分局办税大厅

6040425 6031562 长兴县和平地税分局办税大厅 6040425

6031562 长兴县李家巷地税分局办税大厅 6040425 6031562 长兴

县李家巷地税分局办税大厅 6040425 6031562 吴兴区财政局 吴

兴区财政局会管科 吴兴区财政局二楼企业科(湖州东湖街87

号) 2095595 2093552 南浔区财政局 南浔区财政局会管科 南浔

区财政局一楼大厅(南浔常增路460号) 3026762 绍兴 绍兴市财

政局 绍兴市财政局会管处 绍兴市财税干部学校（新建南

路732号） 88126806 88058133 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79号财苑书



店（县机关幼儿园对面） 88126805 85126169 越城区财政局 越

城区财政局会管科 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79号财苑书店（县机

关幼儿园对面） 512626985138408 85224693 绍兴县财政局 绍兴

县财政局会管科 1、绍兴县柯桥山阴路289号电信营业厅西侧 

中兴会计培训中心 84127470 2、绍兴县金柯桥大道112号精工

大厦3楼 益地税务师事务所 84137476 3、集财会计培训学校

（1）柯桥群贤路1955号蓝天商务楼10楼（2）钱清镇政府斜

对面 84787088 84513558 诸暨市财政局 诸暨市财政局会管科 诸

暨市大桥东路8号4楼 天地税务师事务所 87012557 87010515 嵊

州市财政局 嵊州市财政局会管科 嵊州市龙会路1号嵊州市财

政局会计管理科207室 83033329 新昌县财政局 新昌县财政局

会管科 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中路204号二楼（县公安局边） 

新昌信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86041200 86035851 上虞市财政

局 上虞市财政局会管科 上虞市育人培训学校（文化路98号）

82029424 82187000 金华 金华市财政局 金华市财政局会管科 1

、金华市八一北街569号金华市地税局江北分局3楼 2、双龙南

街801号市府大院东辅楼1号楼415室金华市财政局会计管理处

82313771 82468732 兰溪市财政局 兰溪市财政局会管科 和平

路92号兰溪市会计学会1楼 88835269 义乌市财政局 义乌市财

政局会管科 丹溪北路699号义乌市财政局8042办公室 85116075

85116076 东阳市财政局 东阳市财政局会管科 人民北路8号东

阳市财政局2楼会议室 86662633 永康市财政局 永康市财政局

会管科 永富南路15号永康市财政局 87178745 浦江县财政局 浦

江县财政局会管科 东山路76号浦江县财政局2楼电算化教室

84105832 武义县财政局 武义县财政局会管科 壶山下街（人民

医院旁）大地电脑公司 87671133 磐安县财政局 磐安县财政局



会管科 文溪南路88号磐安县财政局3楼306室 84883832 婺城区

财政局 婺城区财政局会管科 金华市人民西路523号婺城会计

培训中心二楼 82358062 金东区财政局 金东区财政局会管科 金

华市光南路836号金东区行政服务中心财政窗口 82181060 开发

区财政局 开发区财政局会管科 金华市双龙南路620号开发区

大楼3楼 83183904 衢州 衢州市财政局 衢州市财政局会管处 柯

城区水亭街38号财政局一楼办事窗口 3046682 3055210 衢江区

财政局 衢江区财政局会管科 衢江区沈家衢江区政府大楼319

室 3838872 柯城区财政局 柯城区财政局会管科 柯城区上街62

号柯城信用联社五楼 3025812 龙游县财政局 龙游县财政局会

管科 龙游县城文化路8号财政局二楼 7022639 江山市财政局 江

山市财政局会管科 江山市鹿溪中路240号财政局一楼106室

4033111 常山县财政局 常山县财政局会管科 常山县天马镇定

阳北路415号财政局二楼 5022546 开化县财政局 开化县财政局

会管科 开化县城江滨中路财政局二楼 6013271 舟山 舟山市财

政局 舟山市财政局会计管理处 新城海天大道681号行政中心5

号楼 2282599 2282598 定海区财政局 定海区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定海解放西路89号 2602131 2025182 普陀区财政局 普陀区财政

局会计管理科 沈家门北安路88号 3062916 3062961 岱山县财政

局 岱山县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岱山人民路50号 4472159 嵊泗县

财政局 嵊泗县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菜园镇海滨路362号 5081902 

台州 椒江区财政局 椒江区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椒江区财政局会

计管理科 88886271 黄岩区财政局 黄岩区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黄

岩会计培训中心（城关寺后巷261） 84237858 路桥区财政局 

路桥区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路桥区财政局313室 82516512 临海

市财政局 临海市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临海市财政局7010室



85188043 温岭市财政局 温岭市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温岭市财政

局1106室 86086661 玉环县财政局 玉环县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玉

环县财政局905室（从业资格证报名） 87250095 天台县财政局

天台县财政局会计科 天台县财政局会计科（城关金亭路1号

） 83882471 仙居县财政局 仙居县财政局会计管理科 财政大楼

会管科722室 87791562 三门县财政局 三门县财政局会计管理

科 财政大楼会管科511室 83376537 丽水 丽水市财政局 丽水市

财政局会计处 丽水市财政局 2669236 2669239 莲都区财政局 莲

都区财政局会管科 莲都区财政局 2135040 青田县财政局 青田

县财政局会管科 青田县财政局 68350186830565 云和县财政局 

云和县财政局会管科 云和县财政局 5121662 龙泉市财政局 龙

泉市财政局会管科 龙泉市行政服务中心财政窗口

72622917124874 庆元县财政局 庆元县财政局会管科 庆元县财

政局 62215816221576 缙云县财政局 缙云县财政局会管科 缙云

县财政局会管科 33189383318937 遂昌县财政局 遂昌县财政局

会管科 遂昌县财政局 81227718132341 松阳县财政局 松阳县财

政局会管科 松阳县财政局 8062084 景宁县财政局 景宁县财政

局会管科 景宁县财政局 5082509 5093268 省本级 浙江省会计人

员服务中心 浙江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 杭州市环城西路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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