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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7_9C_81_E4_c44_533043.htm 1、全省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报名为什么要采用网上报名？ 答：为节约社会资源

，加快财政信息化建设步伐，提高报名效率，解决考生报名

排长队问题。经研究，从今年开始，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名启用网上报名系统。 2、网上报名的网址是什么？ 答：

凡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员（杭州市、宁波除外），请在规定的

报名日期内登录浙江省财政厅会计报名网，（网址：

http://kjbm.zjczt.gov.cn），按网上报名系统的要求进行报名及

交费。 杭州市的网上报名工作，由杭州市财政局单独组织，

详情请登录杭州财税网（网址：http://www.hzft.gov.cn）了解

。 宁波市的考生，按宁波市财政局的有关公告执行。 3、什

么时候开始网上报名？ 答：网上报名系统开通时间为2008

年12月31日10：002009年1月8日24：00，期间实行网上报名系

统24小时服务。 4、我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目前尚未办妥

申领手续，能否报名参加考试？ 答：不能。根据全国考办规

定，报考人员在办理报名手续时，必须具备会计从业资格，

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5、对报名参加考试人员的学历有

何规定？ 答：（1）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的

人员，必须具备高中或中专毕业以上学历。 （2）报名参加

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大专（含）以

上学历。且须具备一定会计工作年限，如：大专学历，会计

工作满五年；本科学历，会计工作满四年等等。 6、报名年

度是指何年度？ 答：报名年度一般为考试年度的前一年，计



算年限的截止日为该年度的12月31日。2009年考试的报名年

度为2008年。 7、对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统计、审

计等专业技术中、初级资格的人员，如何报名参加同级考试

？ 答：应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对从事会计工作年限不作

要求，需带身份证、学历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中、初

级证书等资料，到从业资格证书的管理部门（财政局）手工

报名。 8、与考试及报名相关的事项是否都能在网上进行？ 

答：是的。报名、交费、打印准考证、自愿选择订购考试辅

导教材和领取方式、查询成绩等都能在网上进行。 9、持有

外省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人员能报名参加浙江省的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吗？ 答：不能。会计从业资格证实行属地管理。

持有外省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浙江省的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10、在我省的武装警察部队、解放军、

铁路系统的人员，能报名参加浙江省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吗？ 答：在我省的武装警察部队、解放军、铁路系统的人

员，符合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但

需带学历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居民身份证。军人提供

本人身份证号码及军人证等证明材料，到当地从业资格证书

的管理部门手工报名。 11、考生怎样进行报名？ 答：考生登

录网上报名系统主页，首先阅读“报考人员必读事项”，在

对“网上报名协议”表示同意后，再根据网页的提示，进入

“注册窗口”进行注册工作。通过准确录入登录姓名、身份

证号、手机号码、密码等信息注册，考生可使用本人的登录

信息按提示进行报名操作。报名者应通过工行网上银行支付

系统，在网上报名截止日前一次性付清各项报名费用，否则

，视为放弃报名。 考生在注册时,如输入的登录名已被注册，



可再另取一个名字进行注册；考生在注册后,如忘了登录密码

，可根据主页提示，发送短信到短信服务平台，取回密码，

此项服务免收服务费。 12、关于“会计工作年限”如何理解

？ 答：（1）根据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第38条规定，“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因此，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施行后，无证上岗属违法行为，不能作为合法的会计工

作年限。 （2）根据财政部2000年11月21日《关于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报名条件中学历与会计工作年限问题的通知》（

财会〔2000〕16号）规定，有关会计工作年限的要求，是指

报考人员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因此

，有效会计工作年限可累计计算。 13、跨省市报考的考生如

何进行报名？ 答：跨省网上报名的考生应先请将会计从业资

格证转入我省，然后才能报名。 14、对违纪违规的考生，将

如何处理？ 答：根据财政部、人事部《关于修订印发〈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会

〔2000〕11号）和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

行为处理规定》（人事部3号令）规定，对伪造学历、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或资历证明的考生，将由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吊销

其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由发证机关收回其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两年内不得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15、网上

报名须注意哪些事项？ 答：（1）考试报名前本人须仔细阅

读相关文件要求，慎重报考，缴费确认后，不再办理退考； 

（2）考试报名实行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应对通过网上输入

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3）考生不得以他人身份进行

报名，否则，由此引起的纠纷，由考生承担全部责任； （4



）考生不能同时使用新、旧两个身份证，报名与考场使用的

身份证必须一致； （5）登录网页提交报名信息并得到“报

名完成”信息时，方为报名成功，逾期则视为放弃报名； 

（6）考生可在报名期间内上网自行修改注册信息，会计从业

资格证的信息如要变更请到当地会计管理部门现场变更，一

旦按“缴费”按钮后，不允许再改动报名信息。 16、考试大

纲和辅导教材如何征订？ 答： 2009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继续使用2008年度考试大纲。考试大纲和考试辅导教

材征订与网上报名同步进行，考生可根据需要自愿征订考试

大纲和相关辅导教材。考试大纲和辅导教材的定价可参见系

统中所提示的价格信息。 17、如何确认网上报名成功？ 答：

按照2009年度全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流程，当

考生完整录入基本信息并成功进行网上交费后，此时网上报

名状态显示为“报名完成”，这表明网上报名成功。与此同

时，短信平台将通过短信，把登录名、密码、身份证号等信

息再次发给考生与考生确认。如果考生未收到短信，可能短

信平台线路堵塞，考生不必担心。可查看报名系统的报名状

态，判断是否报名成功。 18、网上报名系统对电脑输入法有

什么要求？ 答：请使用英文或中文半角输入法，对中文全角

输入法的数字网上报名系统将不予认可。 19、什么时候可以

打印准考证？ 答：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时间为2009年5月6日

－2009年5月15日。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浙江省财政厅

会计报名网（网址： http://kjbm.zjczt.gov.cn），用A4纸自行

打印准考证。如有困难，考生可凭身份证，到网上报名时注

册所属地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的自助报名点申请打印。 20、

网上报名操作有困难时怎么办？ 答：在网上报名系统开通期



间内，对个别网上报名操作有困难的考生，在正常工作时间

内，既可通过电话咨询得到帮助，也可到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管理部门设置的自助报名点（有关地址，详见报名主页“联

系我们”栏目），由工作人员辅导报名。 21、采用网上交费

方式后，如何取得相关发票？ 答：对采用网上支付方式交纳

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各项费用，直接以网上银行扣款单

作为交费凭据，不再统一提供非税收入票据。考生需要非税

收入票据的，应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供网上报名序号，

于2009年2月16－3月16日，在正常工作日内，到从业资格证管

理所属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开具非税收入票据。 22、考生网

上报名前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考生在报名前应仔细

阅读《报考人员必读事项》，尤其是关于《2009年度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 （2）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网上报名实行承诺制度，考生通过网上报名流

程，视同对相关通知和协议作出同意承诺。在报名过程中，

由于报名时提供不实信息，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本人

负完全责任。 *考生不得以他人身份进行报名，否则，由此引

起的纠纷，由考生承担全部责任； *报名成功后，考生信息将

不能自行修改，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考生在报名期间凭本

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到从业资格证管理所属财政局会计管

理部门现场填写申请表，进行修改确认。若在规定时间内未

到现场修改确认，将视为自动放弃，一切后果均由考生负完

全责任。 23、考试及报名过程中，考生从什么渠道获得有关

考试信息？ 答：有二个渠道。一是通过浙江省财政厅会计报

名网（网址：http://kjbm.zjczt.gov.cn），获得有关信息；二是

通过短信平台。考生在网上报名成功后，我们将根据考生的



手机号码，为其开通短信平台，自此所有有关考试过程中的

信息都通过短信发送给考生本人。 24、为什么要强调务必准

确填写考生本人的手机号码？ 答：因为所有考试信息都是通

过短信平台发送到考生本人的，如不准确填写考生本人的手

机号码，将会直接影响考生的考试，所以务必请准确填写自

己的手机号码。 25、考试考务费用是多少？如何支付？ 答：

考务费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浙价费〔2000〕440号文件执行

，即每人每科目40元，在报名时通过网上银行支付系统一次

性付清。 26、何时公布考试成绩和合格分数线？ 答：预计

在2009年7月中旬公布考试成绩，届时考生可在网上查询。 27

、考试辅导教材如何订购，费用如何支付？ 答：能。报名时

可以同时自愿订购考试辅导教材，具体请根据系统提示操作

。考试辅导教材订购费应与考务费在报名时通过工行网上银

行支付系统一次性付清。 28、如何领取在网上订购的考试辅

导教材？ 答：有二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自愿选择快递公司

（仅为浙江省境内考生提供该项服务），直接将考试辅导教

材送达到考生手中；二是由考生到网上报名时注册所属地财

政局会计管理部门领取。 29、缴费成功后，发现少订考试用

书怎么办？ 答：可以再次登录报名系统，进行补订。在缴费

成功后，只能补订一次，补订的书不能选择快递方式。 30、

什么时候能领到考试辅导教材？ 答：考试辅导教材预计

在2009年2月上旬可以领取，请考生关注省财政厅考试报名网

上的信息和手机短信通知。届时，考试辅导资料选择由快递

公司送达的考生可直接签收；其余考生凭身份证原件、网上

报名序号到从业资格证管理所属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领取。

31、网上支付费用只能使用工商银行卡或活期存折吗？ 答：



是的。本系统的“网上支付”功能，只支持使用工商银行卡

或活期存折（详情请见《工商银行网上支付帮助》），其他

银行卡不能使用。 32、“网上支付”应注意那些事项？ 答：

（1）考试报名前考生本人须仔细阅读相关文件的要求，慎重

报考，交费确认后，不再办理退考； （2）考生如果没有网

上支付经验，请在支付前详细阅读自己银行卡或活期存折的

使用说明； （3）考生不要使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电脑进行

网上支付操作； （4）考生在进行网上支付时，应注意保护

好银行卡或活期存折的号码和密码，注意卡内资金安全； 

（5）考生一旦点击交费按钮，所有信息将不能改动，请考生

谨慎操作； （6）如果因上网条件或网络传输等原因造成支

付速度慢，请考生耐心等待，尽量不要重复点击； （7）如

果因为种种原因网上支付没有成功的，考生可点击报名系统

中“交费”按钮重新支付。 （8）考生网上支付成功后，请

不要立即关闭浏览器支付页面，等待报名系统接收考生的交

费信息，大约15秒后，网站会自动跳转页面，显示“交费成

功”字样。如果由于不小心关闭网页或者由于网络、机器等

原因不能自动跳转页面显示“交费成功”字样，我们将会

在48小时内对账，对账完毕后，交费状态变为“报名完成”

。请注意查看自己的交费状态。 33、如有考生在网上重复付

费，如何办理退款手续？ 答：报名工作结束后一周内，由银

行自动将多付的款项退至交款人银行卡或存折上。 34、考试

前遗失了身份证、准考证怎么办？ 答：遗失身份证的考生，

参加考试前须及时到公安部门补办临时身份证或由公安部门

出具身份证明材料（带照片）。 遗失准考证的考生可自行从

网上下载打印。 35、考生参加考试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请



考生仔细阅读《考生须知》、《考场规则》和《违规行为处

理规定》，并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考生凭本人准考证

和身份证（两证必须同时具备）进入考场； （2）考生在开

考前20分钟可进考场，迟到30分钟不得参加考试。开考60后

分钟方可交卷离开考场； （3）考生务必携带蓝色（黑色）

钢笔或圆珠笔、2B铅笔、橡皮。不得携带电子记事本类计算

器和寻呼机、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 （4）考生须

自觉遵守《考场规则》。依据《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违规

人员将视情节受到责令离开考场、考试成绩无效、向社会公

布其相关信息及作弊行为、建议所在单位开除或解聘等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6、考试作答有何要求

？ 答：请考生仔细阅读答题卡上的注意事项，并特别注意以

下几点： （1）考生进入考场后，将本人与考试无关和不允

许携带的物品放在考场指定位置； （2）经监考人员核对考

生信息无误后，考生在考场情况记录（登记）单上签名； 

（3）考试开始后，首先在试卷（试题本）、答题纸、答题卡

上将本人姓名、科目代码、准考证号码用钢笔（或圆珠笔）

填写，并用2B铅笔将科目代码和准考证号码填涂到相应位置

； （4）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的，必须用2B铅笔填涂，答题

纸上作答的，必须使用蓝色（黑色）字迹钢笔或圆珠笔，不

得使用涂改用品； （5）考试结束铃响，应立即停止答题，

并将试题本、答题卡背面朝上放在桌上，经监考人员同意后

方可离开； （6）考生不得将试题本、答题卡、答题纸带出

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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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