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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5_554643.htm 2009年度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

报名工作将于4月份陆续展开！为方便广大考生，百考试题注

册会计师考试网站会在第一时间搜集及整理各地区报名相关

信息供大家查阅！ 考试时间提示：按照原考试办法组织的注

册会计师考试，将于2009年8月28日至30日举行。按照新考试

办法组织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将于2009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

。 此信息仅供参考，详细情况以各地报名简章原文为准。如

有出入，请大家予以指正！ 欢迎广大网友通过论坛和信箱提

供您所知道的各地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时间、地点等信息。 

论坛发布：通过论坛快速发布您所知道的当地注册会计师考

试相关信息，并就有关考试报名时间、地点等事项进行讨论

，点击进入gt.免费试听│招生方案│报名注册│报考指南│

在线试题全 国北 京天 津河 北山 西内蒙古辽 宁吉 林上 海江 

苏浙 江安 徽福 建江 西山 东河 南湖 北湖 南广 东广 西海 南重 

庆四 川贵 州云 南西 藏黑龙江陕 西甘 肃青 海宁 夏新 疆 【北 

京】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网上报名时间：4月1日至4

月15日 新考试制度网上报名时间：4月8日至4月27日 附：

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北京地区（原考试制度）

报名简章 附： 北京2009年注册会计师考试4月1日至27日报名 

报名网址：www.bicpaks.com.cn（该网址2009年4月1日正式开

通）；请您在本年度规定的报考期间内登录考试报名网站进

行网上报考，逾期未报的无法补报。查看详情gt.【安 徽



】TOP报名时间：2009年4月1日至4月15日 附：安徽省2009年

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报名办法：老

考生按照原考试办法报名的，到当地市财政局现场报名。新

考生或老考生按照新考试办法报名的，请登陆省注协网站

（www.aicpa.org.cn）或当地市财政局网站网上报名，现场确

认。合肥考区老考生采取网上报名，网上支付。 选择原考试

办法报名考试的考生，按照《安徽省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规定实施，报名时间为2009年4月1日

至15日。 选择新考试办法报名考试的考生，按照《安徽

省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报名简章》规

定实施，报名时间为2009年4月1日至4月15日。已网上报名考

生于4月16日至4月25日，凭报名信息表（身份证）到报名地

市财政局现场确认，现场交费。查看详情gt.县、市报名：【

池州市（09年4月1日-4月21日）】 【合肥（原考试制度报名

：09年4月7日-4月15日；新考试制度报名：暂未公布）】 【

六安市（原考试制度报名：4月6日至15日；新考试制度报名

：暂未公布）】 【滁州市】原考试制度：4月7-15日→查看gt.

；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 【黄山市】原考试制度：4月7-15日

→查看gt.；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 【芜湖市】原考试制度：4

月7-15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 【巢湖市】原考

试制度：4月7-14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马鞍

山】原考试制度：4月2-10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暂未公

布【浙 江】TOP报名时间：4月7日至5月10日，由各市财政部

门在上述日期内确定本考区的报名日期，考生按所在地规定

的时间到当地财政部门指定地点报名。 报名事宜：报名时须

提交身份证、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一寸近期



（上年或本年）免冠照片若干张。 需特别说明的是：杭州地

区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继续实行网上报名，报

考者应登陆杭州财税网站（网址http://kj.hzft.gov.cn），具体

办法详见杭州市财政局关于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报名的通告。查看详情gt.县、市报名： 【丽水市】原考试

制度：4月7-4月13日；新考试制度：4月23-4月29日→查看gt.

【江 西】 TOP报名时间：全省报名简章网上暂未公布！关注

中⋯⋯ 暂无详情gt.县、市报名：【南昌市】原考试制度：4

月8-21日；新考试制度：4月8-21日；5月7-8日补报）→查

看gt. 【吉安市（原考试制度报名：4月7日至15日；新考试制

度报名：4月16日至5月10日）】 【宜春市（原考试制度报名

：4月6日至15日；新考试制度报名：暂未公布）】 【景德镇

（原考试制度报名：4月7日至15日；新考试制度报名：暂未

公布）】 【萍乡市】原考试制度：4月9-15日→查看gt.；新考

试制度报名：暂未公布【上饶市】原考试制度：4月9-15日→

查看gt.；新考试制度报名：暂未公布【重 庆】 TOP报名时间

：老考生报名时间：2009年4月9日至14日报名网址：老考生

报名人员报名时，必须提交二代身份证原件、有效合格成绩

凭证（或免试与豁免凭证），携军官证报名的考生须提交1寸

彩色近照一张，经审核无误后，填写《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表》。 请于2009年8月17日-8月26日登

陆www.acccq.com打印准考证。或按照那里报名那里领取的原

则于2009年8月17日-8月21日期间在报名点领取。查看详情gt.

【广 东】 TOP报名时间：2009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广

东省各地市报名时间及地点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

加2009年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新考试制度）报名简章港澳



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加2009年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

原考试制度）报名简章 暂无详情gt.县、市报名：【广州市】

原考试制度：4月7-12日；新考试制度：4月15-24日 【深圳市

】原考试制度：4月1-15日；新考试制度：4月20-5月10日 【珠

海市】原考试制度：4月10-14日；新考试制度：4月15-24日 【

江门市】原考试制度：4月8-15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4

月21-30日 【开平市】原考试制度：4月8-15日→查看gt.；新考

试制度：4月21-30日 【梅州市】原考试制度：4月7-12日→查

看gt.；新考试制度：4月21-29日 【东莞市】原考试制度：4

月7-15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4月20-4月30日 【韶关市】

原考试制度：4月7-14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4月20-30日 

【佛山市】原考试制度：4月7-14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4

月16-30日 【惠州市】原考试制度：4月9-13日；新考试制度

：4月20-30日→查看gt.更多地市报名请参看：2009年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广东省各地市报名时间及地点【山 西】 TOP

报名时间：参加旧考试办法的考生于4月8日至14日（双休日

不休息）；参加新考试办法的考生于4月15日至28日（双休日

不休息）。报名地点：太原市考生到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名

（太原市文源巷35号 山西化工行业办办公楼四层 ），各市考

生到各市财政局指定的地点报名。其它事项：按旧考试办法

报名的考生只需携带第二代身份证报名；按新考试办法报名

的考生需携带第二代身份证、大专以上学历证书原件或中级

以上职称证书原件报名，无第二代身份证的考生另带1寸黑白

免冠照片2张。查看详情gt.【天 津】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

制度下的报名时间：2009年4月5日至4月14日；新考试制度报

名时间暂未公布！报名网址：登录天津市注册会计师网（网



址：www.tjicpa.org.cn）按照网上的报名要求和报名流程直接

办理网上报名、网上缴费和网上邮寄手续。查看详情gt.【江 

苏】 TOP报名时间：参加原考试办法的考生于4月8日至14日

（双休日不休息）；参加新考试办法的考生于4月15日至28日

（双休日不休息）。 报名网址：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

站http://www.jicpa.org.cn报名要求：按网页提示填写相关内容

，并进行网上支付。各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不接受考生的现场

报名。对于部分有特殊情况网报不接受的考生请在4月14日

到4月15日携带身份证原件、毕业证书原件、成绩单等到当地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进行审核后，由工作人员协助进行网报。

准考证：考生在8月10日到8月25日，通过江苏省注册会计师

协会网站http://www.jicpa.org.cn 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如确有

需要的，请于8月10日到14日到各市注册会计师协会领取准考

证。查看详情gt.县、市报名：【南通市】原考试制度：4

月1-15日；新考试制度：4月20-30日（双休日不休）→查看gt. 

【常熟市】原考试制度：4月1-15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

暂未公布【海 南】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下的报名时间

：2009年4月8日至4月15日(星期六照常上班，星期日休息)；

新考试制度报名时间暂未公布！ 报名地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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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亚海诚会计师

事务所，地址：三亚市解放四路67号8栋二楼 电话：88253858

查看详情gt.【内蒙古】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下的报名

时间：4月9日至4月15日；新考试制度报名时间：4月16日至30

日（报名简章另发）。 报名办法：1．报名人员可选择报考

任意科目。2．报名时，新考生须提交二代身份证件、学历证



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如无二代身份证还需交纳一寸

近期（上年或本年）免冠照片二张或现场照相，经报名点工

作人员审核无误后，方可报名。老考生提交二代身份证及有

合格成绩的成绩单及IC卡。 查看详情gt.【辽 宁】 TOP报名时

间：原考试制度下网上预报名：4月1-14日，现场确认：4

月9-15日(节假日休息)。新考试制度报名：暂未公布！ 报名

办法：应考人员必须先进行网上预报名(网址

：www.lncpaks.com），然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现场确认、交

费。查看详情gt.县、市报名：【沈阳市】原考试制度：4月1

日至14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 【鞍山市】原考

试制度：4月1日至14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 【

大连市】原考试制度：4月1日至14日→查看gt.；新考试制度

：暂未公布 【葫芦岛】原考试制度：4月1-14日；新考试制度

：4月15-5月10日→查看gt.【上 海】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

度：①本市考生4月5日4月9日（节假日照常），上午9：0 011

：30，下午1：004：00。②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籍考生4月5

日4月9日，下午1：00－4：00（节假日照常）。新考试制度

报名：暂未公布。报名地点：长宁区定西路1118号三楼上海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定西路服务部。咨询电话：62403802

、62403902。报名办法：本市考生带IC卡报名；外省市考生

除带IC卡外，还须交1张一寸近期白底照片。境外考生需带合

格成绩单报名并交1张一寸近期照片。报名费每人10元、考务

费每门55元。如考生参加培训另交1 张照片。查看详情gt.【吉

林】 TOP报名时间：2009年4月9日至4月15日。报名地点

：2009年度，全省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共设立10个报名点。

报名办法：报名人员报名时，须提交二代身份证（或军官证



件）和IC卡及有效合格成绩凭证 ，经报名点工作人员审核无

误后，填写《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生个人信

息表》。查看详情gt.【广 西】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

网上报名日期：2009年4月13日至4月20日新考试制度报名：暂

未公布。报名网址：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及缴费的方式。

广西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http://www.gxicpa.com）查看详

情gt.【湖 北】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2009年4月7日-17

日新考试制度：2009年4月20日-5月8日报名地点：考生按就近

参考原则就近报名，各市州考区考办（设在各市州财政局注

册会计师管理中心内）在各地设有报名点，具体地址、咨询

电话见附表，节假日是否休息见各报名点现场公告考场设置

：原考试制度下全省只在武汉、黄冈、荆州、宜昌、襄樊、

恩施六地设置考场。新考试制度下分别在武汉、黄冈、黄石

、荆州、天门、孝感、荆门、宜昌、襄樊、十堰、恩施等地

设置考场。查看详情gt.【云 南】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

：2009年4月8日至4月15日。逾期不再受理。新考试制度：暂

未公布！ 报名地点：昆明市报考人员到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云南分所（昆明市拓东路23号，电话：0871-3161315）报名

。各州市及东川区报考人员按属地原则到所在州、市财政局

指定地点报名。考场办法：报名人员报名时，须提交有效身

份证件（最好为第二代身份证）、有效合格成绩凭证（或免

试与豁免凭证），交纳小1寸近期（上年或本年）免冠照片2

张，经报名点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填写《2009年度注册会

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云南省考生个人信息表》。查看详情gt.【

新 疆】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2009年4月5日至14日。

逾期不再受理。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 报名方式：采用网



络报名的方式，考生首先登录新疆注册会计师协会考试报名

网站 www.cpaxj.org.cn. 完成网上预报名，然后在规定的时间

内到网络报名时选择的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

：2009年4月11日至15日下午19：30，乌鲁木齐地区的考生在

自治区财政厅会计服务大厅进行确认。地址：乌市明德路16

号（财政厅正门左侧）电话：0991-2835038 各地、州、市的

考生在当地财政局会计科进行确认。各考生在确认点确认时

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并缴纳相关费用。查看详情gt.【福 建】

TOP报名时间：原考试制度：省直考区于2009年4月11至15日

（含双休日）报名。报名地点设在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福州市冶山路43号）各设区市报名时间、地点见各设区市财

政局通告。新考试制度：暂未公布！ 准考证领取：省直考区

的应考人员于2009年8月17日至8月27日（含双休日）到福建省

注册会计师协会领取准考证；其他考区领取时间及地点见各

设区市财政局通知。查看详情gt.【河 北】 TOP报名时间：原

考试制度：2009年4月11至30日，实行网上报名。新考试制度

：报名时间为4月下旬 报名网址：原考试制度：登录河北省

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http://www.hebicpa.org.cn。按网页提示填

写相关内容，并进行网上支付。各市考办不受理现场报名，

考点集中安排在石家庄。符合条件申请免试的考生可按要求

到各市考办办理。准考证打印：2009年8月10日到8月25日查看

详情gt.【四 川】 TOP报名时间：全省报名简章网上暂未公布

！关注中⋯⋯暂无详情gt.【湖 南】 TOP报名时间：全省报名

简章网上暂未公布！关注中⋯⋯暂无详情gt.【贵 州】 TOP报

名时间：全省报名简章网上暂未公布！关注中⋯⋯暂无详

情gt.【河 南】 TOP报名时间：全省报名简章网上暂未公布！



关注中⋯⋯暂无详情gt.【西 藏】 TOP报名时间：全省报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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